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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宁县人民法院系国家审判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对宁县人民代表大会

及翼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同时接受上级人民法院的监督，宾主要职章是

1、依法审理属基层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民商事、行政案件，法律、法

规另高规定的案件除外。

2、依法审理上级人民法院交由本院审判的刑事、民商事、行政等案件。

3、审判法律规定应当由基层人民法院依照再审程序审理的案件.

4、执行本院己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以及国家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应由

宁县人民法院执行的案件和上级法院指定执行的案件、外地法院委托执行的案件。

5、调查研究审判工作中的法律政策及疑难问题，总结审判工作经验，对疑

难问题及时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复。

6、依法决定国家赔偿。

7、负黄金院干警的思想政治教育，业务培训，业务指导工作及法律监督，

协助地方党委依法管理法官、执行员、书记员、司法警察及司法行政人员，协助

有关部门管理法院的机构编制工作及人员职称的评定工作。

{二)内设机构及所属单位概况

宁县人民法院内设 14个机掏，包括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刑事审判庭、
民事审判庭、行政审判庭(综合审判庭)、执行庭(局)、审判管理办公室(研

究室)、综合办公室(司法警察大队)、政治部(机关党委) ，另有罕胜法庭、

平子法庭、湘乐法庭、南义法庭、焦村法庭和平日@法庭六个派出机阔。

二、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一}绩宝宝自评工作组织宦理情况

根据《甘肃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1 年度省级预算执行 f言;兄绩效自评工作的

通知))(目财绩(2021 )8号文精神，段照真实准确、客观公正、突出重点的

要求，我院全面开展 2021 年度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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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度重视，严格落实自评责任

我院高度重视绩效自 i平工作，把绩效管理作为深化机关效能、提升管理水平

的重要载体。院主要领导亲自昕取汇报，分管院领导对绩效自评工作作出明确要

求，同时成立院绩效自评工作小组，进一步明确落实责任分工，分解细化指标，

加强督促检查，确保绩效自评工作有序开展、取得实效。

2、明确万阳，理清绩效评价思路

多次召开绩效自评工作会议，认真结合预算页目制定实施方案，确定绩效自

评指标体系，会同院机关相关处室及直属单(豆豆才绩效自i平指标进行完善修正，确

保绩效自评客观公正、真实准确。

3、认真开展，严把绩放自评质量

严格按照"谁支出、谁自评"、"谁分配、 i佳审核"的原则，对部门预算资

金的使用进行审核、整理、分析、评价，对绩效自 i平表内容的完整性、真实性严

格把关。在全面完成全年各项工作的基础上，围绕年度总体目标，对纳入自评范

围的 1家单位和 3个项目，通过座谈、收集资料，针对申报内窑、实施情况、

财务管理等方面运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根据年度实际完成情况真实、

完整、合理的进行打分评价，做到科学量化、如实反映。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宝宝自评情况分析

(-)部门决算情况

2021 年度，甘肃省宁县人民法院部门整体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2889.4 万元，

冥中基本支出 1844.38 万元，项目支出 1045.02 万元。经调整，单位全年预第

数资金总额为 2959.42 万元，冥中基本支出 1812.4 万元，项目支出 1147.02

万元。根据年末单位支出预算，我单位于年内实际支出 2866.97 万元，冥中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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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支出 1812.40 万元顶目支出 1054.57 万元。单位支出预算执行率为 96.88% ，

年末项目结转结余资金为 92.47 万元。

{二)总体绩宝宝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经综合评价与分析，宁县法院 2021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最终得分为

95.6 分，评价结果为"优 1111 。部门整体支出自评表中各项指标得分情况如

下F后云。

1、整体支出情况

2021 年度甘肃省宁县法院部门整体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2889.4 万元，经调

整，单位全年预算数资金总额为 2959.42 万元，根据年末单位支出预算，我单

位于年内实际支出 2866.97 万元，单位支出预算执行率为 96.88 % ，年末项目

结车号吉余资金为92.47 万元。 i亥部分总分 10分，得分 9.6 :7去，得分率为 96%。

王军度绩宝宝指标完成情况

2021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得分情况(权重)

-级指标 极重 得分 得分率

部门管理 20 18.8 94%

履职效果 50 49 98 %

能力建设 10 9.2 92 %

服务对象满意度 10 9 90%

合计 90 86 96%

1、目标一

预期目标:为提升我院的业务能力，我院和极开展审判、执行工作，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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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将立案 6000件、，结案数 5500件，结案率达到90% ;

实际完成情况:我院 20021年度受理各项案件 6180件，结案数 5706件，

结案率 92% ，职能得到充分发挥。

2、目标二

预期目标:保障案件审判、执行工作经费及装备配备。

实际完成情况:我院 2021年共胸置装备 58.62万元，萄效保障我院的案件

审判及执行工作各项指标的完成。

3、目标三

预期目标:进一步加强资金管理，强化支出责任和效率意识，优化资源配置，

节约社会成本;

实际完成情况:资金自黠现范，保障了我院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充分发挥

了法院在社会管理中的职能作用。

(三)备顶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部门管理

根据 ((2021军宁县法院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一级指标部门管理之下

共设置 6个二级指标， 10个三级指标，指标权重合计 20分，自i平得分 18.8分，

得分率为 94%。各指标得分情况如下图所示:

三级指标 军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仅重 得分 得份率

基本文出预算执行率 100% 100% 2 ，也，

项目支 :u预算执行率 100% 92% 。" l 自 卢
"三公经货"控制率 呈 100咀 88%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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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转纺余变动斗: 三 0% -83艳 2 。& 100%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2 1.8 90%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规范 2 1.8 90%

政府采购规范性 规范 规范 2 1.8 90%

资产管理规范性 规范 规范 2 1.8 90% i

在职人员控制率 二"95% 95% 2 2 100%

重点工作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2 1.8 100% I

合t 20 18.8

基本支出预算执行率:该指标反映基本支出实际数占预算数的比值， 2021

年度基本支出全年预算数 1812.4 万元，实际支出数 1812.4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 ，该指标分值 2 分，根据 i平分标准自i平得分 2 分，得分率为 100%。

顶目支出预算执行率:该指标反映项目支出实际数占预算数的比值， 2021

年度项目支出全年预算数 1147.02 万元，实际支出数 1054.57 万元，项目支出

预算执行率为 92% ，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率产生偏差的原因主要是业务费预算执

行率未达标主要原因是由 2021 年我院采胞服务(物业管理)正在招标，来支付。

中央转移支付资金预算执行率未达标我院的资产采购正在招标，未支付资金，导

致结余。该指标分值 2 分，自 i平得分 1.8 分，得分率为 90%。

'三公经费"控制率:该指标反映三公经费实际数占预算数的比值， 2021

年度我院按照国家、省市区杳关厉行节约的规定，对"三公"经费进行控制"三

公经费"预算数 64.41 万元，实际支出数 56.76 元，"三公经费"控制率为 88% ，

控制率在 100%~:J.内，该指标分值 2 分，自 i平得分 2 分，得分率 100%。

结转结余变动率 :ì亥指标反映本军度结转资金相比上年度结转资金的增 i咸丰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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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2020 年度结转结余资金 542.02 万元， 2021 年度结转 92.45 万元， 2021

年财务管理制定了多个相关财务制度和资金管理办法，对资金开支有完备的审批

流程和管控手续。大额资金均由党组会研究通过后使用。在预算执行、事 I员支出、

会计核算以及重大事项支出程序等方面不存在不规范现象，无虚列项目支出，截

留、挤占、挪用项目资金等情况。指标权重 2 分，自评得分 2 分，得给率为 100%。

财务筐理制度健全性:我院财务管理制度的健全，该指标权重 2 分，按评价

标准自评得分 1.8 份，得分率为 90%。

资金使用规范性:我院 2021 年资金支出规范， 2021 年我院资金支出总体

上审批程序合规、手续齐全，支出内容符合省财政预算批复规定的用途。指标权

重 2 分，自评得分 1.8 分，得分率为 90%

政府采购规范性: 2021 军我院政府采阴规范，我院采胸实际执行情况与采

阴计划安排基本无差异。采阴事项严格执行侣关标准，采购业务符合政府采购侣

关规定，指标权重 2 分，自评得分 1.8 份，得分率为 90%。

资严售理规范性:该指标反映资产管理是否规范合理。 2021 年我院资产管

理制度健全，制定了《关于强化经费管理及报销审批;而呈的暂行规定)) (根据本

院制定的制度填写) ，并严格执行。R任务和资产卡片数据相符，资产卡片与实物

相符，各类资产保存完整、使用合规、配置合理、处置规范，根据 i平分标准本项

得满分。指标权重 2 分，自评得分 1.8 分，得分率为 90%。

在职人员控制率:该指标反映单位实际人数占编制人数的比重，本年在职人

员的人，编制人员 93 人，人员未超编，人员管理较为规范，单位整体的财政

供养人员规模能够高效控制。在职人员控制率为 97.72% ，该指标分值 2 分，自

评得分 2 分，得分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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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工作筐理制度健全性放指标反映单位重点工作管理制度是否健全长效，

我院针对重点工作，编制《宁县惹您院规章制度汇编)) ，涉及党建，培训、总务

等各方面，有效推动分院各项工作规范化开展，指标权重 2 分，自评得分 1.8

分，得分率为 90% 。

2、履 Ijg、效果

一级指标履职效果下设部门履职目标、部门效果和社会影响 3个二级指标、

9个三级指标，下面将逐一进行分析。

(1)部门履职目标

部门履职目标根据部门重点工作任务的产出而设置，指标权重合计 30 分，

自评得分 29分，得分率为 96% 。

三级指标 ~庭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极重 得分 得分率

受理各项案件 二主6000f牛 日180件 10 10 100%

结案率 ~90% 92% 10 10 100%

案件法定期间办结率 =100% 100% 5 日 100%

年度预算控制率 =100% 100% 日 80%

合t 30 29 97%

根据我院年度工作计划和重点工作任务，设置各重点业务的产出指标，目标

完成情况良好，各指标具体完成情况分析如下

严出墨宝量指标:我院 2021 年受理各项案件 6180 件。指标分值 10分，

按评价标准自 i平得分为 10分，得分率为 100% 。

严出质量指标结案率 92% ;.按评价标准自评得分为10分，得分率为 100% 。

严出回娘指标:案件法定期间办结率，按评价标准自 i平得分为 5分，得分率

9



为 100% 。

严出成本指标:年度预算控制率 2021年我院严格贯彻过紧日子方针，通过

优化保障管理方式，培养节俭文化，在提高服务质量水平的同时，降低各项

开支，成本有效控制在预算安排内，指标分值 5分，自评得分 4 分，得分率

80%。

( 2) 部门放果目标

三级指标 董事庭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极重 得B f寻B率

社会效益指标
维护社会和 i皆

良好 7 7 100%
稳定

案件公开透明
社会效益指标 =100% 3 3 100%

度

合计 10 10 100%

本项目不涉及经济效益和笠态效益，因此效益指标主要考虑社会效益和可持续影

响两部分。总分值 10分，得分 10分，得分率 100% 。

社会效益指标下设结案率、法制宣传次数等方面， 2021年我院结案率为

92% ，法制宣传达到了预期目标，根据评分标准以上两项均得满分。

(3)社会影响

社会影响指标包括单位获奖情况和违法违纪情况两个指标。本项;旨标分值合

计 10分，自评得分 10分，得分率 100%， (和评价表一直， )

二级指标 董事庭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钗重 得给 ~i僻|
单位获奖情况 5项 6项 4 4 100%

违法违纪情况 ~O 6 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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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
10

1
10

1
1 肌|

单位获奖情况:该指标分值 4 分 J根据评价标准自评得分 4 分居分率 100%。

违法违纪情况: 2021 年未出现在国家层面督查或人大审计、监察等监督监

察时发现问题被问贵的情况，该指标权重 6 分，自评得分 6 分，得分率为 100%。

3、能刀建设

根据。 021 年度宁县人民法院由及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报表)) ，一级指

标能力建设下设 5个二级指标， ，5个三级指标，指标权重合计 10分，自评得分

10 分，得分率为 100%。

三级指标 王军度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仅重 得分 得份Eg

叶1期规划建设完备程度 完备 完备 2 75%

党建工作开展规律性 生!l:Ut 规律 2 飞P 100%

信息化 ''lJ理覆盖率 100% 二主 85% 2 1.7 85%

人员培训机制完备性 完备 完备 2 ，) 100%

档案管理完备性 完备 完备 2 ，) 100%

合计 10 9.2 92%

申期规划建设完备程度:我院中期规划 j明确完整、内容全面可行，能够为未

来的工作明确目标、方向和内容。该指标仅重 2 分，自评得分 1.5分，得分率为

75%。

党建工作开展规律性:开展党建工作情况，包括学习等方面。指标权重 2分，

自评得分 2 分，得分率为 100%。

人员培训机制完备性:我院大力加强短期岗位培训 I ，参加了刑事、民事、行

政、执行、信访和综合等各类业务培训班，提前完成专项培训任务，经过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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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培训工作，提高了法院干部队伍的学历层次相业务素质，进一步强化了法

官的职业素养提升了法官的庭审驾驭能力、裁判文书制作能力和法律适用能力。

指标权重 2 分，自评得分 2 分，得分率为 100 %。

信息化管理覆盖率:单位信息化建设方面，包括智慧法院建设等。指标权重 2

分，自评得分 1.7分，得分率为 85 %。

档案筐理完备性:我院档案管理工作完成较好，档案收集、档案保管方面管

理到位，并设高档案管理的专职人员。指标权重 2 分，自评得分 2 分，得分率

为 100% 。

服务对象满意度

根据 ((2021年度宁县人民法院省级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报表)) ，一级指

标服务满意度下设 2个二级指标， 2个三级指标，指标权重合计 10 分，自 i平得

10 分，得分率为 100%。

二级指标 年度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极重 得分 得份~

当事人满意程度 满意 满意 5 4 80%

干警满意程度 满意 满意 5 5 100%

合计 10 9 90%

{四)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造措施

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率产生偏差的原因主要是:

1、项目支出预算执行事

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率产生偏差的原因主要是业务费项目及中央政法转移交

付资金的预算执行率偏低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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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费预算执行率未达标主要原因是由 2021 军我院采阴服务(物业管理)

正在招标，未支付资金，导致结余。

中央转移支付资金预算执行率未达标我院的资产采购正在招标，未支付资金，

导致结余。

下一步我院将进一步加强资金支付管理，统筹做好预算采购，督促项目实施

相关部门加快实施迸度。

四、部门预算顶目支出绩宝宝自评情况分析

2021 年，我院预算支出项目为 3 个，当年项目年初预算数 1045.02 万元，

全军预算数 1147.02 万元，实际支出数 1054.57 万元，执行率 92%。通过自评，

高 3个项目结果为"优"。分项目自评情况分析如下:

(一)申央政法转移交付资金

1、顶目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项目全年预算数 413.00 万元，全年执行数 370.00

万元，预算执行率 90% ，满分 10 分，得分 9 分。

2、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项目自评价得分 93 分，自评结果为"优"。

本项目 2021 年度绩效目标实际完成情况如下:中央政法转移交付资金费主

要用于办案业务费及业务装备费，与预期的预算计划完全一致，

3、鲁顶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根据《甘肃省省级预算续效管理办法>> (甘财绩[2020]5 号) <<甘肃省财政

厅关于开展 2021 年省级预算执行情况绩效单位自诗工作的通知 X 自财绩 (2021)

B号)的要求，项日支出指标设置权重为产出指标为 50% ，效益指标 30% ，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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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指标 10% :二级指标 8个，三级指标 18个。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怀 实际、完成

分 fIi U:í}
但 倪

项目主 111金额 "'371 刀 370 斤1 。
数最指标 受理各项案件 "'6 日00件 6180 件 3 η

案件结束数 "'5500 件 5706 件 5 5

结束斗' ~90% 92% 。 3

质量指标 J1t训11合恪斗' =100% 100电 o η

维修维护验收合棉斗 =100% 100% 刁 h

按时完成 I古训 I! =1α 陆 100% 3

时效指标 救助及时中 =100% 100% 4

公车维修及时件 =100% 100% 4

成本控制叶' =100% 100%
成本指标

资金主 111真实有效性 真实有效 ti实有效 3 5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规范
经济效益

财务审核规范性 ~'1!{也 I!H也 4
指标

资金使用与预算指际相符率 ~gO% 9侃 3 P

社会效益 维护社会稳定 良生I 民虫 f 3

指标 案件公开透明度 '" 100% '" 100也 1

资金管理规范性 规范 规范
可持续膨

资金管理规范性及 K效机制 J!.1!1li 规范 1
响指标

健全 健全机构健全性 t 1

服务对象 当 'J'人树运程度 7芮忍L 满志 3 4

满怠度指
干警?品息程度 满足主 I荷 lÆ:‘ 。 η

合ìl 100 自1

(1)严出指标

产出指标包括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三个二级指标。总分值 50分，

得分 48分，得分率 96%。

产出数量下设项目支出金额、受理各项案件、案件结案数，均达到了设定

的目标值， 2021 年我院该指标分值 15分，按评价标准自评得分为 14 分，得

分率为 93%。

产出质量下设结案率、培训合格率、维修维护验收合格率，达到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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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标分值 15分，接评价标准自评得分为 15分，得分率为 100%。

时期旨标下设段时完成培训|、救助及时率、公车维修及时性 .2021 年我院

费项目各项内容均按时完成，项目完成及时性达到 100% .达到既定目标值，该

指标、分值11分，自评得分 11分，得分率为 100%。

成本指标下设装修超是否超预算等指标、资金支出真实有效性，达到预期目

标，该指标分值 9 分，接评价标准自 i平得分为 8 分，得分率为 89%。

(2)效益指标

本项目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可持续影响指标。总分值 30分，得分 27 分，

得分率 90%。

经济效益下设 3个三级，资金使用规范性、财务审核规范性、资金使用与预

算指标相符率，该指标分值 11分，根据评分标准自 i平得分 95去，得分率为82%。

社会效益下设 2 个三级指标，维护社会稳定、案件公开透明度该指标分

值 7分，根据评分标准自评得分 7纱，得分率为 100%。

可持续影响下设资金管理规范性、资金管理规范性及长期刷、机构健全

性三个三级指标，我院深化各项工作规范化开展。进一步发挥了制度监督约束效

能，规范了管理行为。该指标分值 12分，根据评分标准自评得分 11分，得分

率为 92%。

(3)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指相关受益群体的满意度，本次自评满意度指标设置为当事人满

意度程度平日本院干警满意度。 2021 年，我院在省法院党组的正确领导和分管院

领导的悉，凶旨导下，坚持以审判需求为导向、以司法能力建设为核心、 ~:.l社会责
任为目标，忠实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书写了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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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通过满意度调查培训对象对法院工作的满意度 98% .

达到 100%的目标值，根据 i平分标准满意度指标得 9分。

4.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步改造措施

中央转移支付资金预算执行率未达标我院的资产采购正在招标，来支付资金，

导致结余。

下一步我院将进一步加强资金支付管理，统筹做好预算采购，督促项目实施

相关部门加快实施迸度。

(二)业务费

1、顶目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业务费项目全年预算数 129 万元，全年执行数 90万元，预算执行率 70% •

满分 10分，得分 7分。

2、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业务费项目自评价得 96分，自评结果为"优"。

本项目 2021 年度绩效目标实际完成情况如下:业务费主要用于宁罢法院管

辖范围之办公费用、办案费用、劳务费等办案相关的业务费用，更好的维护本院

办案环境、提高办案人员工作积极性、办案费用的保证、达到公众认同、当事人

满意的效果，确保本年度受理案件审判和执行工作的顺利完成，与预期的预算计

划完全一致.

3、各顶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根据《甘肃省省级预算绩效管理办法)) (臼财绩[2020]5 号) ((甘肃省财政

厅关于开展 2021 年省级预算执行情况绩效单位自诗工作的通知 X 甘财绩 (2021)

8号)的要求，项日支出指标设置权章为产出指标为 50% .效益指标 30%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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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指标 10% :二级指标 8 个，三级指标 18 个。

一级指 -
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伯 分 í(1 f~J1t i~;';r 吁

受I理各项案件 ;;'6 创)0 )j 6180 件 " 。
数话衍

物业管理 l而积 102ïO m' 102ïO m' " η IIJII电
际

劳务发放人放 :;0 人 沁人 5 日 llllJ也

结;挺牛、 二主 90% 92% 5 日 11111飞
质古 t指

物业管理合恪牛L 二三 95% 95晶 日 5 11111飞

劳务人员 :ìJt位幸 10m一「=100% 100% 6

时放指 办案纶货仨 H及 l叶中 =100 吨 10C咀 斗 IOn~

1，); ti(l1.J完成物业 11·护 I旦日 ;;'95% 95% llH凡

成本指 购买服务成本控制衍况 ，1::部!标准1句 定额 I'J'I1I:内 l仙IL

际 业务货总额控制率 =10( 地 100% lUI川

经济效 资4主使用规t'(i性 规j也 规范 日 3 1011'<，
益指标 资金申核规范性 t!\!îß 规范 日 " IIHI飞

社会放 维扩吨|会tJ~ 良奸 良好 日 " Ino\

益指标 i1\ ìJE:L(j，环境 Ý! ~f 10m，

可持续 财务市，ltt 促 :'Í，t1 健全 i过全 " 」一
影响指

资金'巳理规范性 现 lii规范 日 门 1111)'也

标
服务对 当事人满意机'度 满意 i前 22 " Ht气 i

象;品怠
下警满2 程度 i曲C、 ~åi川1LI qH山

度指怀
4 11川也

(1)严出指标

产出指标包括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三个二级指标。忌、分值 50分，

得分 50 分，得分率 100% 。

产出数量下设受理各项案件、物业管理面积、劳务发放人数，均达到了设定

的目标值 .2021 年我院该指标分值 16 分，接评价标准自评得分为 15 分，得

分率为 100%.

产出质量下设结案率、物业管理合格率、劳务人员就位率，达到预期吕标，

该指标分值 16 分，接评价标准自 i平得分为 15 分，得分率为 100% 。

时期旨标下设办案经费支付及时率、按时完成物业管护项目， 2021 年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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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项目各项内容均按时完成，项目完成及时性达到 100% ，达到既定目标值 1亥

f旨t柯:、值8 分，自评得分 8 分，得分率为 100% ，按照i平分标准得满分。

(2)效益指标

本项目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可持续影响指标。总分值 30 分，得分 30 分，

得分率 100%。

经济效益下设 2 个三级指标资金使用规范性、资金审核规范性该指标分值

10 分，根据评分标准自评得分 10 分，得分率为 100%。

社会效益下设 2 个三级指标，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工作环境，该指标分值

10 分，根据评分标准自评得分 10 分，得分率为 100% 。

可持续影响下设财务制度健全性、资金管理规范性两个三级指标，该指标

分值 11 分，根据 i平分标准自评得分 11 分，得分率为 100%。

(3)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指倡关受益群体的满意度，本次自评满意度指标设置为当事人满

意度程度手日本院干警满意度，达到满意的目标值，根据评分标准满意度指标得 9

分。

4.偏离绩妓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造措施

业务费预算执行率未达标我院的物业管理服务采购正在招标，来支付资金，

导致结余。

下一步我院将进一步加强资金支付管理，统筹做好预算采购，督促项目实施

相关部门加快实施进度。

{二)法庭运维费

1、顶目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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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运维费项目全军预算数 63万元，全年执行数 63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 % ，;满分10分，得分 10分。

2，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仿析

法庭运维费项目自评价得 97 分，自评结果为"优"。

本项目 2021 年度绩效目标实际完成情况如下:法庭运维费主要用于本院筐

辖范围之内的基层人民法庭改善办案办公条件，提供了稳定的经费保障，使基层

人民法庭有一个舒适的环境，工作人员安心工作、办案、为更好的维护国家体制、

法律的权威、公平和正义、维护社会稳定和谐，达到公众认同，当事人满意的效

果，确保本年底受理案件审判工作顺利的完成。与预期的预算计划完全一致。

3、每顶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根据《甘肃省省级预算绩效管理归、法))(甘财绩[2020]5 号) ((甘肃省财政

厅关于开展 2021 军省级预算执行情况绩效单位自诗工作的通知 X 甘财绩 (2021J

8号)的要求，项日支出指标设置权重为产出指标为 50% ，效益指标 30% ，;芮

意度指标 10% :二级指标 8个，三级指标 18个。

二级指
三级指标 ff.度指 1，1'但 实际完成但 分 íll 1~分 例外咛

受理各项案件 ~6000 l't 6180 件 6 {j 100'，"
数 fi1:指

维修维护数 20 次 25 次 5 5 J[口也
1，1'

供l境而积 10270 m' 10270 m' 日 5 100' ，

约2草叶 主 90% 92% 5 5 100、
质最指

供暖{果阳平 =100% 100% 日 5 100\
标

维修维护验收台恪中 =100% 100% 6 6 100'li.

时效指 案件法定期间办约中 =100% 100% 100'比

标 战规定时限供暖 =100% 100% 10(比

成本指 年度预算控制，丰 =100% 100% 日 。 10帆

标 维修维护成本控制，中 =100% 100% 1 10m

经济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tJ\!范 规范 5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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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指标 财务审核规范性 规范 l见 f也 5 日 100'九

il 会效 维护社会相 ii'i稳定 良好 良好 5 >:0气、

益指际 案件公开透明度 = 100% 100% 5 ，η 10口飞

可持续 财务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5 5 民

影响指

标
资金管理规范性及长放机制 规范 规范 5 3 100t

服务对 当事人满怠程度 1品店、 id-E 5 树仔均

象满意 1I!l.指怀
干警满意程度 :前旦、 满怠 日 5 l川凡

(1)严出指标

产出指标包括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三个二级指标。总分{直 50分，

得分 50 分，得分率 100%。

产出数量下设受理各项案件、维修维护数、供暖面积，均达到了设定的目标

值， 2021 年我院该指标分值 16 分，段评价标准自评得分为 15 分，得分率为

100%。

产出质量下设结案率、供暖保障率、维修维护验收合格率，达到预期目标，

该指标分值 16 分，接 i平价标准自评得分为 15 分，得分率为 100%。

时期旨标下设案件法定期间刃结率、按规定时限供暖， 2021 年我院各项内

容均按时完成，项目完成及时性达到 100% ，达到既定目标值，该指标分值 8 分，

自评得分 8 分，得分率为 100% ，按照i平分标准得满分。

(2)效益指标

本项目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可持续影响指标。总分值 30 分，得分 28 分，

得分率 93%。

经济效益下设 2 个三级指标资金使用规范性、资金审核规范性该指标分值

10 分，根据评分标准自评得分 9 分，得分率为 90%。

社会效益下设 2 个三级指捉住护社会和谐稳定、案件公开透明度该指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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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10分，根据 i平分标准自评得分 9分，得分率为 90%。

可持续影响下设财务制度健全性、资金管理规范性及长效机制两个三级指

标 I i到国而去值 10分，根据评分标准自 i平得分 10分，得分率为 100%。

(3)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指相关受益群体的满意度，本次自 i珩芮意度指标设置为当事人满

意度程度丰日本院干警满意度，达到满意的目标值，根据评分标准满意度指标得 9

分

4.偏离绩放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甜甜

无。

五、部门筐理的转移支付绩宝宝自评情况份析

无

六、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 i平结果的应用是单位完善政策、改进管理、提高预算水平，增强绩效

管理的重要依据，单位要加强评价结果的应用。根据政策文件规定，我单位绩效

自评结果将编入 2021 年度决算中，随同 2021 军度单位)央第同步公开。

七、真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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