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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部门名称：（公章）

预算单位数量：1

填报人：徐晓远

联系电话：0753-6686908

填报日期：2022 年 6 月 27 日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

对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接

受其监督，执行其决议，接受县委和上级检察院领导；对叛

国案、分裂国家案、危害国家安全案以及严重破坏国家政策、

法律、法令、政令统一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依法行使检察

权；依法对刑事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批捕、提起公诉；

对侦查活动和审判活动实行监督；依法对民事、经济和行政

诉讼活动实行监督；对县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确有

错误的判决和裁定，依法提起抗诉；对于刑事案件判决、裁

定的执行和看守所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法律监督；接受公

民的控告、申诉和检举；其他应由本院负责的工作。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2021 年，在县委和市检察院的坚强领导下，在县人大及

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下，在县政府、县政协和社会各界大力

支持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按照“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

自强”新时代检察工作总要求，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始

终以高度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为大局服务、为人

民司法，各项检察工作取得新进展。



一是牢牢把握“稳进”大局，压实“六稳”“六保”政

治责任，以能动司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县域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持续依

法战疫，对涉疫案件提前介入、宽严相济。服务打好“三大

攻坚战”。精准开展司法救助助力乡村振兴，对因案致贫、

因案返贫的“应救尽救”。落实“河长+检察长”“林长+检

察长”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衔接等协作机制，助力污染防治

攻坚，切实保护生态环境。真情护航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秉

承“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积极转变司法理念，准确把

握法律政策界限。充分发挥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平台作用，

开辟办理非公企业信访“绿色通道”，优先办理涉企案件，

为非公有制企业寻求法律咨询、权利救济提供立体式服务。

二是牢牢把握检察机关的政治属性，全力提升人民群众

的安全感。依法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促进社会安定、人

民安宁，推动更高水平的平安丰顺建设。坚决维护国家安全

和社会稳定，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认真履行批捕、起诉

职能，依法从严惩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聚众斗殴等严重

暴力犯罪和抢劫、盗窃等多发性侵财型犯罪。持续打好扫黑

除恶常规战，坚持“是黑恶犯罪一个不放过、不是黑恶犯罪

一个不凑数”的办案理念，净化社会风气。落实提前介入侦

查、信息共享等机制，密切与其他职能部门协作配合，形成

常态化扫黑除恶的强大合力。用司法温度呵护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加大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办理。检察长受聘为丰顺中

学法治副校长，持续落实“一号检察建议”，组织检察官送

法进校园，宣讲法治教育课，开展防范校园电信诈骗等宣传

活动，切实采取有效措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和被侵害。

三是牢牢把握检察机关宪法法律定位和时代要求，推进

“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把“以人民为中心”的理

念融入每项检察工作。刑事检察不断优化，加强诉讼活动监

督工作，树牢“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理念，深入

开展“破坏环境资源和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专项立案监

督活动。民事检察更为精准，坚持监督纠错与维护司法权威

并重，完善提请抗诉、检察建议、支持起诉等多元化民行监

督格局。行政检察稳步推进，以行政非诉执行监督为突破口，

向有关职能部门发出检察建议书，避免国有财产遭受损失。

公益诉讼全面发力，深入开展“公益诉讼守护美好生活”专

项监督活动，保护生态环境。

四是牢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四个铁一般”的政治要求，

找差距、补短板、强弱项、抓落实，全面加强检察自身建设。

扎实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教育引导干警敢于直面问题、

勇于修正错误，着力解决政法队伍存在的突出问题，推动队

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组织干警到红十一军军史馆、东江苏维埃政府纪念馆、李坚

真纪念馆以及黄埔军校旧址实地参观学习，观看《生死坚守》



等系列革命教育片，从党的百年奋斗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检察长为全院干警上系列党课，拍摄《亲

历烽火岁月，砥砺初心——聆听老检察人的故事》等系列专

题视频，举办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暨“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

章颁发仪式。党员干警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受到一次全面深刻

的政治教育、思想淬炼、精神洗礼。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围

绕纪律作风、司法办案等开展检务督察，确保检察权公平公

正行使，以全面从严管党治检引领新时代过硬检察队伍建设。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更加注重系统观念、法治思维、强

基导向，推动“四大检察”“十大业务”全面协调充分发展，

以自身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保障丰顺新发展阶段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一是加强预算管理，为各项检察业务的开展提

供有力的经费和物质保障。二是做好预算执行，做好事前审

批、事中管理和事后监督工作，推动预算执行按照资金计划

有序进行。三是做到厉行节约，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

严守中央八项规定，严格把控经费支出。四是提高资金使用

效益，做到统筹兼顾、量力而行、讲求绩效。

（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1.收入支出情况



2021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年初预算 1415.60 万元，比

上年增加 67.7 万元，增长 5.02%，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

支出年初预算 1415.60 万元，比上年增加 67.7 万元，增长

5.02%，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

2．收入支出结构分析

2021 年度收入 1726.52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1491.30 万元，占总收入的 86.38%，比上年增加 77.23 万元，

增长 5.46%，主要原因是年中追加了物业市场化项目经费及

各项小型修缮项目经费；其他收入 235.22 万元，占总收入

的 13.62%，比上年增加 16.49 万元，增长 7.54%，主要原因

地方财政负担的人员经费增加。

2021 年度支出 1772.97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

1537.76 万元，占总支出的 86.73%，比上年增加 245.08 万

元，增长 18.96%，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物业市场化及

单位办公大楼各项小型修缮支出增加；其他支出 235.22 万

元，占总支出的 13.27%，比上年 16.49 万元，增长 7.54%，

主要原因是地方财政负担的人员经费增加。

3．支出按经济分类科目分析

（1）“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三公”经费本年决算数 22.89 万元，比上年增加 5.76

万元，增长 33.60%，主要原因是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增加。

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0.00 万元，与上年持平；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1.06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 0.00 万

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1.06 万元），比上年增加 5.73

万元，增长 37.39%，主要原因是办案部门业务量增加，且因

异地关押，需要外出提审、告知，故外出办案增加，此外公

务车老旧，油耗及修理费用增加；公务接待费 1.82 万元，

比上年增加 0.03 万元，增长 1.36%，主要原因上年度公务接

待费基数小，增减变动明显。

（2）会议费支出情况

本单位 2021 年度无会议费支出。

（3）培训费支出情况

2021 年培训费支出 1.23 万元，比上年减少 1.04 万元，

降低 45.81%，主要原因是受疫情影响，外出培训次数继续减

少。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

丰顺县人民检察院 2021 年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只包括部

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不涉及专项资金绩效自评。部门整体

支出绩效自评包括部门预算基本支出、项目支出、其他事业

发展支出的列支内容。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指标体系，

我院按照评分标准，对照佐证材料，经综合评价，自评得分

为 96.83 分。

（二）履职效能分析



1、牢记检察初心使命，坚定不移服务丰顺高质量发展。

一是持续依法战疫，对涉疫案件提前介入、宽严相济，

办理涉疫案件 3 件 5 人。二是加强野生动物保护，批捕、起

诉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和非法狩猎案件 3 件 4 人。

三是精准开展司法救助助力乡村振兴，对因案致贫、因案返

贫的“应救尽救”，向 14 名符合救助条件的群众发放司法

救助金 19.06 万元，同比上升 180%和 131%，司法救助率居

全市第一。四是助力污染防治攻坚，起诉破坏生态环境资源

犯罪 13 件 15 人。五是真情护航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慎重适

用限制人身和财产的强制措施，严格审查批准逮捕的必要性，

严格掌握起诉标准，对 5 名民营企业负责人依法作出不捕不

诉处理，并开展企业合规经营法治宣传。办理侵害民营企业

犯罪 6 人，起诉侵犯知识产权类犯罪 7 人。

2、积极推进社会治理，坚定不移助力平安丰顺建设。

一是批逮各类刑事犯罪 244 人、起诉 387 人。二是起诉

2 件袭警罪，维护公安机关执法权威。三是全面贯彻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对 367 名被告人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适用率 88.65%。四是持续打好扫黑除恶常规战。依法办理涉

恶犯罪案件 2 件 6 人。五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检察长接待来访群众 11 批 15 人，批办信访案件 30 件，全

部做到 7 日内程序回复、3 个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六

是加大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办理，批捕 59 人，起诉 60 人。



其中起诉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犯罪 24 人。坚持“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原则，依法不批捕未成年人 10 人、附条件不起

诉 5 人。

2、聚焦监督主责主业，坚定不移推进“四大检察”全

面协调充分发展。

一是刑事检察不断优化。深入开展“破坏环境资源和危

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依法监督立案 1

件、监督撤案 1 件，开展侦查活动违法监督 28 件，发出纠

正违法通知书 9 份，依法改变侦查机关定性 13 件 22 人，追

捕 3 人，追诉 2 人。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 327 人，其中确定

刑 287 人，法院采纳率为 98.02%。诉前羁押率不断下降，全

年诉前羁押率 60%。扎实开展刑事执行监督工作，办理监外

执行违法违规案件 34 件，办理刑事执行违法违规案件 17 件，

开展强制医疗检察 4 件 4 人。核查涉财产刑判决案件 184 人

次，涉案金额 508.6 万元，办理财产刑执行违法违规案件 27

件。积极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专项活动，变更强制措施 38

人。二是民事检察更为精准。立案民事检察监督案件 6 件，

其中民事执行活动监督 4 件、民事生效裁判结果监督 1 件、

民事虚假诉讼监督 1 件。向法院发出民事执行活动监督检察

建议 3 份，3 份检察建议均已收到法院回复。不支持监督 1

件，中止审查 1 件。三是认真开展行政非诉执行活动监督，

受理案件 3 件，审结 3 件，发出检察建议 3 件。运用“两法



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对各行政执法部门录入系统的 34 件

案件严格审查，对 2 件涉嫌犯罪的案件，监督移送司法机关

处理，促进依法行政。四是深入开展“公益诉讼守护美好生

活”专项监督活动，立案办理公益诉讼案件 104 件，同比上

升 174%。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革命资源保护好的重要指

示要求，对全县 60 多处红色遗址开展保护专项监督工作，

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等签订《英烈权益保护和红色资源保护

联动执行工作机制》，合力守护红色资源。开展地热资源保

护、燃气安全、消防通道安全、饮用水源保护和饮用水二次

供水、红火蚁防控等专项监督活动，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安全，保护生态环境。监督 8 个部门迁移鸿福花园路中央堵

塞消防通道的电缆交接箱，消除长期未解决的消防安全隐患，

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三）管理效率分析

1、预算编制。

（1）新增项目事前绩效评估。

该项指标反映部门对申请新增预算的入库项目开展事

前绩效评估工作的落实情况。

我院 2020 年度没有新增预算入库项目。根据评分规则，

本指标分值 2 分，得 2 分，得分率为 100%。

2、预算执行

（1）预算编制约束性。



该项指标反映部门预算的调剂、年中追加资金情况。

我院年中追加资金 75万元，预算调剂资金 139.95 万元，

根据评分规则，本指标分值 4 分，得 3.68 分，得分率为 92%。

（2）财务管理合规性

该项指标反映部门（单位）财务管理的规范性。

我院修订完善了各项财务管理制度。牢固树立“过紧日

子”的思想，严格执行财务制度规定的经费开支、项目和标

准。规范“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等一般性经费支出

管理。根据评分规则，本指标分值 3 分，得 3 分，得分率为

100%。

3、信息公开

（1）预决算公开合规性。

该项指标反映部门（单位）预算决算公开执行的到位情

况。

我院 2021 年部门预算和 2020 年部门决算均已在规定的

时间内按要求公开，符合公开要求。具体包括：一是在门户

网站公开，并永久保留。二是使用省模板公开，符合预算公

开有关要求。三是公开内容完整。四是预决算公开的内容均

已细化，“三公”经费支出及“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按

规定的细化程度公开，且能说明增减变化原因。五是预决算

公开及时。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 2 分，得 2 分，得分率为

100%。



（2）绩效信息公开情况。

该项指标反映部门（单位）绩效信息公开执行到位情况。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正在进行中，待完成后会按照要

求及时在单位门户网站公开。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 1 分，

得 1 分，得分率为 100%。

4、绩效管理

（1）绩效管理制度建设。

该项指标反映部门对机关和下属单位绩效目标管理、绩

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管理和评价结果应用等预算绩效管理

制度的建设情况。

我院制定的《丰顺县人民检察院内部控制制度汇编》对

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有明确要求，建立“预算编制有目标、预

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

果有应用”的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根据评分规则，该

指标 5 分，得 5 分，得分率为 100%。

（2）绩效管理制度执行。

该项指标反映部门和下属单位在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

行监控、绩效评价管理和评价结果应用等方面的执行情况。

我院在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管理和

评价结果应用等方面严格执行相关规定。根据评分规则，该

指标 10 分，得 9.5 分，得分率为 95%。

5、采购管理



（1）采购意向公开合规性

该项指标反映采购意向公开完整性、及时性情况。

我院严格遵守政府采购的相关规定，纳入广东省集中采

购目录的采购项目，百分之百及时进行政府采购意向公开，

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 2 分，得 2 分，得分率为 100%。

（2）采购内控制度建设

该项指标反映部门政府采购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建设情

况。

我院制定的内控制度汇编纳入了政府采购管理规定，建

立了单位政府采购内部控制管理制度，根据评分规则，该指

标 1 分，得 1 分，得分率为 100%。

（3）采购活动合规性

该项指标反映部门政府采购活动合法合规性情况。

我院严格遵守政府采购的相关规定，2021 年度未发生采

购投诉情况。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 2 分，得 2 分，得分率

为 100%。

（4）采购合同签订时效性

该项指标反映政府采购合同签订及时性情况。

我院所有采购项目均在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三十

日内，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与中标、成交供应商签订政

府采购合同。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 3 分，得 3 分，得分率

为 100%。



（5）合同备案时效性

该项指标反映采购合同备案及时性情况。

我院所有采购项目均及时在“广东省政府采购网”备案

公开。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 1 分，得 1 分，得分率为 100%。

（6）采购政策效能

该项指标反映部门采购政策执行的效果情况。

我院在政府采购执行过程中，能够按照《政府采购促进

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要求为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根

据评分规则，该指标 1 分，得 1 分，得分率为 100%。

6、资产管理

（1）资产配置合规性。

该项指标反映单位办公室面积和办公设备配置是否超

过规定标准。

我院办公用房及办公设备严格按照规定标准执行，不存

在超标配置情况。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 2 分，得 2 分，得

分率为 100%。

（2）资产收益上缴的及时性。

该项指标反映单位资产处置和使用收益上缴的及时性。

我院的资产按规定流程审批处置，资产处置收益及时上

缴财政。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 1 分，得 1 分，得分率为 100%。

（3）资产盘点情况

该项指标反映单位是否每年按要求进行资产盘点。



我院按规定组织开展资产盘点工作，并完成结果处理。

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 1 分，得 1 分，得分率为 100%。

（4）数据质量

该项指标反映部门（单位）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年报数

据质量。

我院 2021 年度资产年报数据完整、准确，与部门决算

数据保持一致，并且做到资产账与财务账、资产实体相符。

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 2 分，得 2 分，得分率为 100%。

（5）资产管理合规性

该项指标反映部门（单位）资产管理是否合规。

我院制定的《丰顺县人民检察院内部控制制度汇编》明

确了本单位的资产管理制度。没有资产出租、出借，处置国

有资产严格执行相关规定，按规范处理。在各类巡视、审计、

监督检查工作中未发现资产管理存在问题。根据评分规则，

该指标 2 分，得 2 分，得分率为 100%。

（6）固定资产利用率

该项指标反映部门（单位）固定资产的使用情况。

我院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数与所有固定资产总数的比

例为 100%。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 2 分，得 2 分，得分率为

100%。

7、运行成本。

（1）经济成本控制情况。



该项指标反映部门经济支出分类核算情况，包括对运转

成本的控制努力程度和效果、核算精准度和合理性等。

我院在 2021 年度预算执行过程中，严格执行“过紧日

子”的要求，经过核算：

能耗支出 32.61 元/平方米，在省直单位中排名居中。

物业管理费 19.86 元/平方米，在省直单位中排名约前

20 名。

行政支出 2.29 万元，在省直单位中排名约后 20 名。

业务活动支出 0.06 万元/人，在省直单位中排名约前 20

名。

外勤支出 0.97 万元/人，在省直单位中排名约前 20 名。

公用经费支出 6.31 万元/人，在省直单位中排名居中。

根据部门经济成本分析自评表和评分规则，该指标 2分，

得 1.25 分，得分率为 62.5%。

（2）“三公”经费控制情况

该项指标反映部门（单位）对“三公”经费的控制效果。

我院 2021 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为 22.89

万元，预算 21 万元。主要原因是办案部门业务量增加，且

因异地关押，需要外出提审、告知，故外出办案增加；此外

公务车老旧，油耗及修理费用增加，导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

费增加。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 1 分，得 0 分。

（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存在问题



从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来看，我院主要存在以下

问题：一是预算管理水平偏低。预算编制还不够精准，预算

绩效目标指标值设置不够清晰、细化，年中追加资金占比率

及预算调剂发生率还需进一步控制。二是绩效管理水平整体

偏差，2021 年未开展绩效自评工作，不能很好地进行自评结

果的应用。三是单位运行成本偏高。由于 2021 年我院办案

部门业务量增加，且因多为异地关押，需要外出提审、告知，

故外出办案增加，此外由于公务车老旧，油耗及修理费用增

加，导致我院 2021 年对“三公”经费的控制效果不理想，

超出预算部分的支出使用上年结转的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进行支出。

（五）改进措施

一是提高预算管理水平，更新完善本单位预算管理制度，

进一步加强单位预算编制能力，在预算执行过程中，有效控

制资金支出的序时进度，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二是提升绩

效管理水平，提升绩效目标编报质量，强化绩效自评结果的

应用。三是控制单位运行成本。及时更新老化装备，降低使

用能耗，做好维护保养工作，提升使用效率。筑牢“过紧日

子”思想，厉行节约，真正做到把钱花在刀刃上。四是要加

强单位资产管理。健全资产管理工作规程，严格按照《行政

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做好资产配置、使用和处置，定

期做好资产盘点工作，做到账实相符和账账相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