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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本恬况

(-)部门主要职能

依法审判法律规定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普通刑事、民商事、行政第一审案

件。依法受理和审查各类申诉、依法审判由上级人级法院指令再审的案件、依法

审判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案件。依法办理发生法律效力的民商事、行政案

件判决和裁定的执行事项及刑事案件判决和裁定中有关财产部分的执行事项;办

理法律、法规规定由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的执行事项。依法办理人民法院间

的协助事项。开展审判工作的调查研究,总结审判工作经验:针对案件审理中发

现的问题提出司法建议。对本法院的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组

织专业培训,按照权限管理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协助县主管部门管理人民法院

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工作。接待、处理涉诉信访。管理本院的有关经费和物资

装备。在审判I作中宣传法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宪法、法律和社会公德。承办

其他应由基层人民法院负责的工作。

(二 )内设机构及所Ⅱ单位祝况

镇原县人民法院内设诉讼服务中心、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行政审判庭、

执行庭 (局 )、 审判管理办公室、综合办公室 (原办公室+法警队)、 政治部、

监察室 。独立核算机构数 1个 ,屮央政法编制 89人 ,实有人数 92人 ,其中:

行政人员 82人 ,其他人员 10人 。

二、纽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怙况

(-)纽效自评工作纽织省理恬况

根据 《‖肃省财政厅关于开展⒛21年度省级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I作的

通知》甘财绩 (⒛21)8号文件精神,按照真实准确、客观公正、突出重点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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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我院全面开展⒛21年度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

1、 南庋I视 ,严格落实自评女任

我院高度重视绩效自评工作,把绩效管理作为深化机关效能、提升管理水平

的重要载体。院主要领导亲自听取汇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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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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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方向 ,理泔纽效评价思诤

我院多次召开绩效自评工作会议,认真结合预算项目制定实施方案,确定绩

效自评指标体系,会同院机关相关处室及基层人民法庭对绩效自评指标进行完善

修正,确保绩效自评客观公正、真实准确。

3、 认工开展 ,严把纽效自评质工

严格按照
“
谁支出、谁自评

”、 “
谁分配、谁审核

”
的原则,对部门预算资

金的使用进行审核、整理、分析、评价,对绩效自评表内容的完整性、真实性严

格把关。在全面完成全年各项工作的基础 L,围绕年度总体目标,对纳入自评范

围的 l家 单位和 3个预算项目,通过座谈、收集资料,针对申报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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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止体支出纽效自评恬况分析

(-)部门决衤恬况

⒛21年度,镇原县人民法院部门整体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2522。

"万
元,其

中基本支出2101.96万 元,项 目支出 421万元。经调整,单位全年预算数资金总

额为 2"9。 ⒛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318.77万 元,项 目支出550.49万 元。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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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单位攴出预算 ,我单位于年内实际支出 27fld。 27万 元 ,其 中基本支出 2153.田

万元,项 目支出 550.49万 元。单位支出预算执行率为 94%,年末项 目结转结佘

资金为 164。 ∞ 万元。

(二 )总体纽效目标完成恬况分析

经综合评价与分析,镇原县人民法院⒛21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白评最终

得分为 94.3分 ,评价结果为
“
优

”。部门整体支出自评表中各项指标得分情况

如下所示。

1、 主体支出恬况

⒛21年度,镇原县人民法院部门整体支出年初预算数为 2522。 gs万元,其

中基本支出 2101。

"万
元,项 目支出 421万元。经调整,单位全年预算数资金总

额为 2跗9.2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318.77万 元,项 目支出 550。 四 万元。根据

年末单位支出预算,我单位于年内实际支出27⒄。27万元,其 中基本支出2153。 田

万元,项 日支出550.49万 元。单位支出预算执行率为 9辊,年末项日结转结余

资金为 164。 ∞ 万元。该部分总分 10分 ,得分 9.4分 ,得分率为 94%。

2、 年度纽效指标完成恬况

2021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得分情况 (权重 )

-级指标 杈重 得分 得分率

部门管理 20 18.6 93%

履职效果 50 46 92o/o

能力建行 10 9.3 93%

服务对象满意度 10 9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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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目标 :

1、 目标-

履行法定职责,维护社会安定。我院 2∞ 1年度受理各项案件 42OO件 ,结案

数 4000件 ,结案率达到 gO%。

实际完成情况:全年共受理各类案件 5748件 ,审 、执结 5512件 ,结案率

95.8甄 ,结案标的额 3.91亿元。单位职能得到充分发挥。

2、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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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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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了资金管理办法,加强资金管理规范,保障了我院各

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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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项指标完成怙况分析

1、 部门苜理

根据 《⒛21年镇原县人民法院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一级指标部门管理之

下共设置 6个工级指标,l()个二级指标,指标权重合计 ⒛ 分,自 评得分 18.6

分,得分率为⒇。9%。 各指标得分情况如下图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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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指标 硼 濉 实际完成值 杈重 得分 得分率

基本攴出预算执行率 >=90% 93% 2 l,9 95o/o

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率 >=90% 10θ% 2 2 100%

“
之公经费

”
控制率 预算内 62% 2 2 100%

结转结余变动率 (=0% 7.4%
9
乙 1.5 75%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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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职人员控制率 控制内 100% 2 2 100%

重点工作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 全 健全 2
9
乙 90%

台计 20 18.6 91.0%

工本支出预夕执行率 :该指标反映基本支出实际数 占预算数的比值 ,⒛21

年度基本支出全年预算数 2318.77万 元,实际支出数 2153。 zS万元,预算执行率

9捣 ,该指标分值 2分 ,根据评分标准自评得分 l。 9分 ,得分率为 95%。

项 目支出预弈执行率 :该指标反映项 目支出实际数 占预算数的比值,⒛ 21

年度项 H支出全年预算数 5m。 49万 元,实际支出数 550.49万 元,项 目支出预

算执行率为 1llO%,该 指标分值 2分 ,白评得分 2分 ,得分率为 100%。

“
三公经贫馊 制率 :该指标反映二公经费实际数占预算数的比值 ,⒛ 21Fl三度

我院按照国家、省市区有关厉行节约的规定,对 “
三公

”
经费进行控制 , “二公

经费
”
预算数 52.35万 元,实际支出数 32.49元 , “

工公经费
”
控制率为 ㈣%,



控制率在 100%以 内,该指标分值 2分 ,自评得分 2分 ,得分率 10O0/0。

结转结余变动率 :该指标反映本年度结转资金相比上年度结转资金的增减程

度,⒛⒛ 年度结转结余资金 153。 Gl1万 元,⒛21年度结转 164。 gg万 元,⒛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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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额资金均由党委会研究通过后使用。在预算执行、事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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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用项日资金等情况。指标权重 2分 ,自评得分 l。 5分 ,得分率为

75%。

财务甘理制皮饪全性 :单位制定了财务管理办法、固定资产管理办法、差旅

费管理办法等,该指标权重 2分 ,按评价标准自评得分 l。 8分 ,得分率为 90%。

资佥使用规范性 :该指标反映部门资金支出是否规范,⒛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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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8分 ,得分率为 90%。

政府采力规范性 :⒛21年我院采购实际执行情况与采购计划安排基本无差

异。采购事项严格执行相关标准,采购业务符合政府采购相关规定,指标权重 2

分,白评得分 l。 9分 ,得分率为 90%。

资产省理规范性 :⒛21年我院资产管理制度健全,制定了 《镇原县人民法

院固定资产管理办法》等制度规范,并严格执行。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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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分标准本项得满分。指标权重 2分 ,白 评得分 l。 8分 ,得分率为 ㈨%。

在职人员扭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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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人 ,编制人员 92人 ,人员未超编 ,人员管理较为规范,单位整体的财政



供养人员规模能够有效控制。在职人员控制率为 100%,该指标分值 2分 ,白评

得分 2分 ,得分率 10O0/0。

Ι点工作省理制皮健全性 :该指标反映单位重点I作管理制度是否健全长效 ,

我院针对重点工作 ,编制 《镇原县人民院规章制度汇编》,收集整理编制多项规

章制度,涉及党建,培训、总务等各方面,有效推动分院各项JL作规范化开展 ,

指标权重 2分 ,自评得分 2分 ,得分率为 100%。

2、 肛职效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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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级指标、

9个二级指标 , F面将逐一进行分析。

(1)部门肛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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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分,

自评得分⒛分,得分率为 97%。

根据我院年度I作计划和重点I作任务,设置各重点业务的产出指标,H标

完成怙况良好,各指标具体完成情况分析如下 :

产出数工指标 :与 办案桕关的必要攴出费用得到保障 ,在执行过程屮保障 r

各类案件在审理过程屮的各项支出费用及时到位。指标分值 10分 ,按评价标准

≡级指标 年度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受理各项案件 Σ5000件 5748 10 10 100%

结案率 Σ90% 95.89% 10 10 100%

案亻钔去定期间办结率 =100% 100% 5 5 100%

年度预算控制率 〓100% 100% 5 4 80%

台计 30 29 97%



自评得分为 10分 ,得分率为 10O°/0。

产出质Ⅱ指标 :严格法定审限内结案,无积案堆案,结案率达到 F95。 ⒛%。

指标分值 10分 ,按评价标准白评得分为 l()分 ,得分率为 10鸭。

产出时效指标 :满足辖区居民司法诉求,实现了司法公正、廉洁司法、司法

为民的宗旨。指标分值 5分 ,按评价标准白评得分为 5分 ,得分率为 10O0/0。

产出成本指标 :⒛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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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评分标准本项得满分。指标分值 5分 ,自 评得分 4分 ,得分

率 80%。

本项目不涉及生态效益 ,因此效益指标主要考虑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部分。

总分值 10分 ,得分 9分 ,得分率 ⑾%。 经济效益主要为执行案件数和执行金额

到位率,社会效益指标下设结案率、法制宣传次数等方面。我院 zO21年共受理

执行案件执结率 ⒆。l4%,执 行到位标的额 7681.77万 元。得到 F较好的社会评

价,指标分值 6分 ,自 评得分 5分 ,得分率 83%。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

的重要论断,聚焦企业发展需求,举办企业家法律知识
“
大讲堂

”,保持与企业

经常性联系,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法律服务;平等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切实

(2)部门效果目标

三级指标 年度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杈重 得分 得分率

经济效益指标-执行案件

结案率
Σ70% 59.14% 6 5 83%

社会效益-营商环境改变 好 好 4 4 100%

台计 】o 9 90o/o



加强涉企案件审判执行力度,鼓励公平竞争、诚信交易。指标分值 4分 ,自 评得

分 4分 ,得分率 10O0/0。

(3)社会形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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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指标分值合

计 10分 ,自 评得分 10分 ,得分率 l()0%。

单位获奖恬况 :⒛21年度,单位获奖 5个 ,个人获奖 17人次。该指标分值

4分 ,根据评价标准自评得分 4分 ,得分率 10粥。

违法违纪估况 :⒛21年未出现在国家层面督查或人大审计、监察等监督监

察时发现问题被问责的情况,该指标权重 6分 ,自 评得分 6分 ,得分率为 10隅。

3、 能力莛设

根拥 《⒛21年度镇原县人民法院省级预算执行情况绩效白评报表》,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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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分 ,得分率为
"%。

≡级指标 年度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单位获奖情况 )=2I页 5项 4 4 100o/o

违法违纪情况 =o o 6 6 100o/o

台计 10 10 100o/o

≡级指标 年度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杈重 得分 得分率

屮期规划建设亢备程丿攴 完 备 完 备
9
乙 l,8 90%

党建I作开展规律性 *见饣u 规午|t 2
9
乙 100%

信息化管理覆盖率 >=100% 85% 2 1.7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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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培训机制完备性 完备 完 备 2
9
乙 100%

档案什alll完 备性 完 备 完 备 1.8 90%

合计 10 9.3 93%

中期规划莛设完备程度 :我院中期规划明确完整、内容全面可行,认真落实

中央、省市和县委关于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安排部署,抓好
“
三个环节

”,落实

“
四项任务

”,打造
“
五个过硬

”
。举办读书班、专题轮训、支部

“
夜校

”,开

展防止干预司法
“
三个规定

”
大宣讲,创新探索

“
2341” 学习法、跟班先进找差

距等做法。该指标权重 2分 ,自 评得分 l。 8分 ,得分率为 90%。

党莛工作开展规律性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研讨实践活动 ,扎实做好十九属六中全会精神专题学习,在

感悟思想伟力 ⒈卜功大,做到学思用贯通 ,知信行统一:深刻认识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的重大意义,铭记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 ,把学习党史与学习人民司法史结

合起来 ,继承发扬人民司法优良传统;有效转化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
“
我为

群众办实事
”
活动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司法需求。指标权重 2分 ,自 评得分 2分 ,

得分率为 10O0/0。

信息化甘理Ⅱ盖卒 :落实全省法院
“
基层基础建设年

”
安排部署,建成

“
六

专四室
”;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开展智慧法庭建设,建

成
“
云 L法庭

”
、远程提审和在线调解等平台;安装审务督察系统,审判全流程

监管更加透明。指标权重 2分 ,自 评得分 l。 7分 ,得分率为 85%。

人员培训机制完备性 :我院大力加强短期岗位培训,参加、举办过刑事、民

事、行政、执行、信访和综合等各类业务培训班 ,经过儿年的教育培训I作 ,提

高 F法院十部队伍的学历层次和业务素质,进 ^步强化 r法官的职业素养,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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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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档案省理完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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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设有档案管理的专职人员。指标权重 2分 ,白 评得分 l。 8分 ,得

分率为 900/o。

4、 Ⅱ务对永满志皮

根据 《⒛21年度镇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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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得分 9分 ,得分率为 ⒇%。

(四 )F宙纽效目标的原因及下-步改进措施

根据绩效目标 设置和完成情况,基本没有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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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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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标的制定、考核、评价I作 ,强化预算攴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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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指标 年度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杈重 得分 得分率

服务对象 1的满意度 )〓95% 96% 5 5 100%

服务对象 2的满意度 )=95% 95% 5 4 80%

合计 工o 9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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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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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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

方面提高部门绩效评价、绩效监控等I作能力,提高部门绩效管理工作水平。

四、部门预弈项目支出纹效自评恬况分析

⒛21年 ,我院预算支出项日为 3个 ,当年项目年初预算数 421万元,全年

预算数
"9.71万

元,实际支出数 510。 怊 万元,执行率 87%。 通过自评,有 3个

项目结果为 “
良
”。分项目自评情况分析如下:

(-)顼目仁 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

1、 项目支出预箅执行恬况

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项H全年预算数422.3万 元,全年执行数 y6.49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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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预算执行率 羽%,满分 10分 ,得分 8分。

2、 总体纽效目标完成忖况分析

屮央政法转移支付项 目白评价得分 94分 ,白 评结果为
“
良

”
。

本项 目⒛21年度绩效目标实际完成情况如 下: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主要

用于支付办案人员差旅费、租赁费、临聘人员劳务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及购

置办案专用设备等。运用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提高了办案经费保障水平,加

强了队伍管理。与预期的预算计划完全 ˉ
致。

3、 备顼指标完成恬况分析

根据 《甘肃省省级预算绩效管理办法》 (甘财绩 (⒛⒛ )5号 ) 《甘肃省财

政厅关于开展 ⒛21年省级预算执行情况绩效单位自评工作的通知》 (甘财绩

(2021)8号 )的要求 ,项 目支出指标设置权重为产出指标为 ⒛%,效益指标 3()%,

满意度指标 10%:二级指标 8个 ,三级指标 21个 。

二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数量指标 )〓80% 100% 15 15 100%

质量指标 )〓80% 100% 15 15 100%

时效指标 及时 及时 12 11 91.67%

成本指标 真实有效 真实有效 8 8 100%

经济效益指标 规范 规范 10 10 100%

社会效益指标 有效提高 有效提高 10 9 9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持续增强 持续增强 10 9 9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满意 满意 10 9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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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 90 86 95.56%

(1)产 出指标

产出指标包括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指标、成本指标四个二级指标。总

分值⒃ 分,得分 49分 ,得分率 gB%。

数量指标下设受理案件数、结案数、培训人 (次 )数,均达到了设定的目标

值,⒛21年我院受理案件数 5748件 ,审、执结 5512件 ,结案率 95。 ⒛%,该指

标分值 15分 ,按评价标准自评得分为 15分 ,得分率为 10眺。

质量指标下设结案率 、培训合格率、项目验收合格率,达到预期目标,该

指标分值 15分 ,按评价标准自评得分为 15分 ,得分率为 10O0/0。

时效指标下设相关业务办理及时性、案件法定期限内办结数量、办案经费支

出及时性,⒛2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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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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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法定期限内

办结率达 10Oqb,办 案经费支出及时。达到预期日标,该指标分值 12分 ,按评价

标准自评得分为 ll分 ,得分率为 91.67%。

成本指标下设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是否超预算、资金支出真实有效性,达到

预期日标,该指标分值 8分 ,按评价标准自评得分为 8分 ,得分率为 10O0/0。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受理案件数 >=5tlfl0件 5748 5 5 100%

结案数 >5(× )()件 5512 o 5 100%

培训人 (次 )数 >=15人 (次 ) 5 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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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案率 >=90% 95.00% 5 100%

培训含格率 l()()% 100% o 100%

项目验收含格率 >=95% 100% 100%

相关业务办理及时性 及 时 及H忄 l 3 75%

案件法定期限内办结

数量

1()()% 10()% 4 100%

办案经费支出及时性 及 时 及 时 4 100%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是否超预算

否 木
冂 100%

资金支出真实有效性 真实有效 真实有效 100%

含计 50 49 98%

(2)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可持续影响指标二个二级指标。总分值

⒛ 分,得分 ⒛ 分,得分率 93%。

经济效益下设 2个三级指标 ,资 金使用规范性和财务审核规范性。该指标分

值 10分 ,根据评分标准白评得分 10分 ,得分率为 10O0/0。

社会效益 卜设 3个二级指标 ,提高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单位获奖情况和个人

获奖情况。⒛2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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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21年度,单

位获奖 5个 ,个人获奖 17人 次。该指标分值 10分 ,根据评分标准白评得分 9

分,得分率为 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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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影响下设法院公信力、资金管理规范性及长效机制和机构健全性 3

个三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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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购买政府服务创新性高,安保服务质量不

断提升。我院狠抓规章制度建设,编制 《镇原县人民法院规章制度汇编》,收集

整理编制多项规章制度,涉及政务、审判执行、队伍管理、行政后勤、综合管理

等各方面 ,有效推动全院各项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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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分 ,根据评分标准自评得分 9分 ,得分率为 gO%。

(3)满意皮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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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度程度和本院干警满意度。⒛21何:,我院在院党组的正确领导和分管院领导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规范 5 5 100°/。

财务审核规范性 规范 规范 5 5 100o/o

提高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有效提高 有效提高 4 3 75%

单位获奖情况 >=2 5 3 3 100%

个人获奖情况 >〓 15 17 3 3 100%

法院公信力 持续增强 持续增强 4 3 75%

资金管理规范性及长效

机制

规范 规范 3 3 100%

机构健全性 健全 健全 3 3 100%

含计 30 28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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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悉心指导 F,坚持以审判需求为导向、以司法能力建设为核心、以社会责任为

日标 ,忠实履职尽责 ,i⒈动担当作为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书写了本院I作

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通过满意度调查,当事人对法院工作满意,干警对单位工

作满意,达到了目标值。该指标分值 10分 ,根据评分标准自评得分 9分 ,得分

率为 gO%。

4、 厂亩纽效目标的原因及下-步改进措施

⒛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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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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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21

年度我院总体没有偏离绩效日标。

(二 )顶 目⒉ 业务贫

1、 项目支出预夕执行恬况

业务费全年预算数 151.72万元,全年执行数 151.72万元,预算执行率 10O0/0,

满分 10分 ,得分 10分。

2、 总体纽效目标完成佰况分析

业务费白评价得分叼 分,白 评结果为
“
良
”。

本项H2021年 度绩效日标实际完成情况如 卜:业务费主要用 J1镇原县人民

法院管辖范围之内及制定管辖的案件调查、取订E、 送达、调解、审判、合议、裁

判、再审及执行等办案相关的业务费用、主要开支办公费、邮电费、通讯费、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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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费、物业管理费等。与预期的预算计划完全一致。

3、 各项指标完成忖况分析

根据 《甘肃省省级预算绩效管理办法》 (甘财绩 (⒛⒛ )5号 ) 《甘肃省财

政厅关于开展 ⒛21年省级预算执行情况绩效单位 自评I作的通知》 (甘财绩

(2()21)8号 )的要求 ,项 日支出指标设置权重为产出指标为 ⒃%,效益指标 ⒛%,

满意度指标 10%:工级指标 8个 ,三级指标 22个 。

(1)产 出指标

产出指标包括数景指标、质量指标、时效指标、成本指标四个工级指标。总

分值 50分 ,得分 47分 ,得分率 94%。

数量指标 卜设受理案件数、结案数、网上送达次数、培训人 (次 )数 ,均达

到 r设定的H标值,⒛21年我院受理案件数 5748件 ,审 、执结 5512件 ,结案

=级
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威值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数量指标 )〓80% 100% 17 17 100%

质量指标 )〓80% 92.31% 13 12 92.31%

时效指标 及时 及时 12 10 83.33%

成本指标 真实有效 真实有效 8 8 100%

经济效益指标 规范 规范 10 8 80%

社会效益指标 有效提高 有效提高 10 9 9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持续增强 持续增强 10 9 9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满意 满意 10 9 90%

甜 90 82 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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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95。 ⒛%,该指标分值 17分 ,按评价标准自评得分为 17分 ,得分率为 10O0/0。

质量指标 阝设结案率 、培训合格率、网 L送达及时率,达到预期目标 ,该

指标分值 13分 ,按评价标准自评得分为 12分 ,得分率为 92.31%。

时效指标下设维修维护完△及时性、案件法定期限内办结数量、办案经费支

出及时性,⒛2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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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法定期限内

办结率达 10O°/0,办案经费支出及时、维修维护完工及时。达到预期 目标 ,该指

标分值 12分 ,按评价标准自评得分为 10分 ,得分率为 龆。33%。

成本指标下设购买服务成本控制情况、业务费总额控制率,达到预期目标 ,

该指标分值 8分 ,按评价标准自评得分为 8分 ,得分率为 100%。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受理案件数 >=5000件 5748 100%

结案数 >=5000件 5512 I 100%

网 ⒈送达次数 >2500件 1 1 100%

培训人 (次 )数 >=15(次 )数 4 4 100%

结案率 >二90% 95.00% 5 0 1000%

培训含格率 100% l()()% l 4 100%

【xl⒈送达及时率 )=95% l()()% I 3 75%

维修维护完T及时性 及时 及时 1 3 75%

案件法定期限内办结数筻 l()()% lθ0% l 3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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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案经费支出及时性 及时 及时 亻 4 100%

购买服务成本控制情况 定额标准内 定额标准内 1 4 100%

含计 50 47 94%

(2)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可持续影响指标三个二级指标。总分值

30分 ,得分 26分 ,得分率 86.67%。

经济效益下设 2个三级 ,资金使用规范性和财务审核规范性。该指标分值

10分 ,根据评分标准自评得分 8分 ,得分率为 BO%。

社会效益下设 3个三级指标 ,提高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单位获奖情况和个人

获奖情况。⒛2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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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21年度,单

位获奖 5个 ,个人获奖 17人次。该指标分值 10分 ,根据评分标准 自评得分 9

分,得分率为 ⒛%。

可持续影响下购买服务创新性、资金管理规范性及长效机制和机构健全性 3

个二级指标,我院积极购买物业外包服务,环境质量不断提升。狠抓规章制度建

设,编制 《镇原县人民法院规章制度汇编》,共收集整理编制多项规章制度,涉

及政务、审判执行、队伍管理、行政后勤、综合管理等各方面,有效推动全院各

项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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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分 ,根据评分标准自评得分 9分 ,得分率为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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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淡金使川规范性 规 范 kt范 5 80o/o

财务审核规范性 规 范 规 范 5 80o/o

提高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有效提高 有效提高 4 3 75%

单位获奖情况 5 3 3 100o/o

个人获奖情况 3 3 100%

购买服务创新性 持续增强 持续增强 4 3 75%

资金管理规范性及Κ效机 fll 规 范 规 范 3 100%

机构健全性 健 仝 健 仝 3 100%

甜 30 26 86.67%

(3)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指相关受益群体的满意度,本次白评满意度指标设置为当事人满

意度程度和本院千警满意度。⒛21年 ,我院在院党组的正确领导和分管院领导

的悉心指导 卜,坚持以审判需求为导向、以司法能力建设为核心、以社会责任为

目标 ,忠实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 卜书写 F本院工作

高质最发展的新篇章,通过满意度调查,当事人对法院工作满意,干警对唯位工

作满意,达到 rH标值。该指标分值 10分 ,根据评分标准白评得分 9分 ,得分

率为 ㈨%。

4、 厂亩纽效目标的原因及下-步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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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业务费没有偏离绩效目标。改进措施:我院将不断加强绩效管理水

平,强化绩效日标管理能力,在设立预算项目绩效目标时,从本院实际情况出发,

提高绩效H标的科学性、合理性、严谨性;不断提高预算编制能力,统筹规划 ,

科学预测,合理安排预算支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重视预算绩效评价结果

的应用和公开,加大对财务绩效评价工作的宣传和培训力度,进一步提高人员素

质。对预算绩效自评发现的问题,及时改进。

(三 )项 目⒊ 法庭运维n

1、 项目支出预夕执行恬况

法庭运维费全年预算数51.3万元,全年执行数48.17万 元,预算执行率 94%,

满分 10分 ,得分 9.4分。

2、 总体纽效目标完成恬况分析

法庭运维费白评价得分 91.4分 ,白评结果为
“
良
”。

本项日⒛21年度绩效目标实际完成情况如下:主要用于本院管辖范围之内

的基层人民法庭改善办案办公条件,提供稳定的经费保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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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顺利的完成。主要用于支出法庭办公费、差旅费、水电费、

取暖费、冂常维修维护等费用。与预期的预算计划完全一致。

3、 备项指标完成恬况分析

根据 《甘肃省省级预算绩效管理办法》 (甘财绩 〔⒛⒛)5号 ) 《甘肃省财

政厅关 l二 开展⒛21年省级预算执行情况绩效单位自评工作的通知》 (|扌
ˉ
财绩

(2ul)8号 )的要求,项 目支出指标设置权重为产出指标为 m%,效益指标 30%,



满意度指标 10%:工级指标 8个 ,三级指标 17个。

(1)产 出指标

产出指标包括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指标、成本指标四个二级指标。总

分值 ⒃ 分,得分 45分 ,得分率 90%。

数量指标 F设受理案件数、结案数、维修维护次数,均达到 F设定的目标值 ,

⒛21年我院基层法庭受理案件数 1575件 、结案数 1475件 、维修维护 2次 ,该

指标分值 18分 ,按评价标准自评得分为 17分 ,得分率为 94.44%。

质量指标下设结案率 、维修维护验收合格率,达到预期目标,该指标分值

lO分 ,按评价标准自评得分为 8分 ,得分率为⒛%。

时效指标 F设相关业务办理及时性、维修维护完I及时性,⒛21年我院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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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级
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数量指标 )=80% 88.89% 18 17 94.44%

质量指标 >〓80% 88.89% 10 8 80%

时效指标 及时 及时 12 10 83.33%

成本指标 真实有效 真实有效 10 10 100%

经济效益指标 规范 规范 10 10 100%

社会效益指标 有效提高 有效提高 10 9 9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持续增强 持续增强 10 9 9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氵ili亍 j骨言亨: 满意 10 9 80%

台计 90 80 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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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行政审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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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法定期限内办结率达 10OOb,办案经费支

出及时、维修维护完工及时。达到预期日标,该指标分值 12分 ,按评价标准自

评得分为 10分 ,得分率为 83.33%。

成本指标 下设维修材料成本控制率、法庭运维费总额控制率,达到预期目标 ,

该指标分值 10分 ,按评价标准自评得分为 10分 ,得分率为 10粥。

(2)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可持续影响指标三个工级指标。总分值

⒛ 分,得分⒛ 分,得分率 93.33%。

经济效益下设 2个工级指标,资金使用规范性和财务审核规范性。资金使用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受理案件数 )〓 1000件 1575 6 100%

结案数 )=900件 1475 6 100%

维修维护次数 )=2冫欠 2 5 83.33%

结案率 >=95% 100% l 80%

维修维护验收合格率 100% 100% 1 80%

相关业务办理及时性 及时 及时 9 83.33%

维修维护完I及时性 及时 及时 5 83.33%

维修材料成本控制率 100% 100% 5 100%

法庭运维费总额控制率 100% 100% ●D 100%

台计 50 45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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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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标分值 10分 ,根据评分标准

自评得分 10分 ,得分率为 10隅。

社会效益下设 2个三级指标 ,提高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案件公开透明度。⒛21

年我院依法开展刑事审判,全力维护社会稳定;要善解决民商纠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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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标分值 10分 ,根据评分标准

自评得分 9分 ,得分率为 gO%。

可持续影响下设人民群众对法院信任度、资金管理规范性及长效机制 2个三

级指标 ,我院狠抓规章制度建设,编制 《镇原县人民法院规章制度汇编》,收集

整理编制多项规章制度,涉及政务、审判执行、队伍管理、行政后勤、综合管理

等各方面 ,有效推动全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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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分 ,根据评分标准自评得分 9分 ,得分率为 gO%。

≡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规范 5 5 100o/o

财务审核规范性 规范 规范 5 5 100o/o

提高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有效提高 有效提高 5 4 80%

案件公开透明度 100% 100% 5 5 100o/o

人民群众对法院信任度 持续增强 持续增强 5 4 80%

资金管理规范性及长效

机制

规范 规范 5 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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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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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度程度和本院干警满意度。⒛21年 ,我院在院党组的正确领导和分管院领导

的悉心指导下,坚持以审判需求为导向、以司法能力建设为核心、以社会责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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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作

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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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达到了目标值。该指标分值 10分 ,根据评分标准白评得分 9分 ,得分率为⒇%。

4、 臼亩纽效目标的原因及下-步敌进揩施

我院法庭运维费没有偏离绩效日标。改进措施:我院将加大业务培训力度 ,

提高干警办案水平;加强法规、制度学习,提高单位领导对全面预算管理的重视

程度,增强财务人员的预算意识,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没有预算不得支出,

做到决算与预算相衔接,切实提高部门收支管理水平,结合实际情况,完整、准

确地披露相关信息。

部门管理的转移支付纽效自评恬况分析

六、纽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恬况

根拥‖肃省财政∫J:《 关 J1开 展 ⒛21勺 :度 省级预算执行怙况缋效唯位臼评△

作的逦知》 (汁财绩 【2()21】 8号 )文件柿神,进 ·步加强对绩效 H标结呆的运

用,忏促做好绩效臼评发现的问题 ,并进行认真雒改,确保本巾位缋效 H标保质

保岽实现。

五

 
无



绩效白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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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⒛21年度决算中,随同⒛21年度单位决算同步公开 ,并将缋效

评价报告和结果作为 ⒛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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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其他饣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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