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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

根据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

家法律监督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人民检察院行使下列

职权：依照法律规定对有关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对刑事案

件进行审查，批准或者决定是否逮捕犯罪嫌疑人；对刑事案

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提起公诉，对决定提起公诉的案件支

持公诉；依照法律规定提起公益诉讼；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

监督；对判决、裁定等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工作实行法律监

督；对监狱、看守所的执法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法律规定的

其他职权。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2021 年，普宁市人民检察院在普宁市委和上级检察机关

的正确领导下，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下，在市政

府、政协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深

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

六中全会精神，坚持“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自强”

的新时代检察工作要求，紧紧围绕市委的工作部署，充分发

挥法律监督职能，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

担当作为，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有力的司法保障。

重点开展工作任务：一、依法打击各类刑事犯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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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常态化；三、营造法治化营商环

境；四、加大对涉案未成年人的保护力度；五、做好公益诉

讼工作；六、做好接访工作；七、加强刑事诉讼监督；八、

加强刑事执行检察工作；九、努力做实民事行政检察。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全力守护公平正义，传递人民检察为人民的检察情怀;

全面提高办案效率，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提高

社会综合治理工作，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更加深入推进

平安揭阳建设;严格打造过硬检察队伍，凸显持之以恒正风

肃纪的检察定力;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全面保障

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聚焦新时代检察工作大局，为推

动检察机关“四大检察”“十大业务”全面协调发展提供有

力的经费和物质保障。

（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以决算数为统计口径）

根据 2021 年度部门决算报告，2021 年普宁市人民检察

院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良好。2021 年度总收入 2748.74 万元，

包括本年收入 2675.80 万元和上年结转收入 72.94 万元。其

中当年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2541.22 万元、

其他收入 134.59 万元。2021 年度总支出 2748.74 万元，其

中本年支出 2694.12 万元。累计结转资金 54.62 万元，结转

结余率为 1.99%。全年部门预算资金执行率 9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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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部门整体收入基本情况

项目
年初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决算数

（万元） （万元） （万元）

一、财政拨款收入 2581.23 2675.80 2675.80

二、上级补助收入 0 0

三、事业收入 0 0

四、其他收入 0 0

本年收入合计 2581.23 2675.80 2675.80

一、年初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 72.94 72.94

总计 2581.23 2748.74 2748.74

表 1-2 部门整体支出基本情况表

项目(按支出性质）
年初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决算数

（万元） （万元） （万元）

一、基本支出 2045 2079.31 2079.31

人员经费 1680 1601.02 1601.02

日常公用经费 365 478.29 478.29

二、项目支出 536.23 614.81 614.81

基本建设类项目

行政事业类项目

本年支出合计 2581.23 2694.12 2694.12

一、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 54.62 54.62

总计 2581.23 2748.74 2748.74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

普宁市人民检察院 2022 年省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只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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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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业发展支出的省本级列支内容。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

评指标体系，分为履职效能和管理效率两个维度。经过自评，

本院履职效能方面得分 50 分，该指标为 50 分，得分率 100%。

管理效率方面得分45.71分，该指标为50分，得分率91.42%。

总得分 95.71 分。

（二）履职效能分析

一、立足刑事检察职能，以高度检察自觉融入全市工作

大局，维护社会和谐安定

依法打击各类刑事犯罪。紧紧围绕政治安全、社会安定、

人民安宁的目标，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2021 年，共批准

逮捕各类刑事犯罪案件984件1252人，提起公诉1421件1880

人；不批准逮捕案件 475 件 672 人，不起诉案件 119 件 155

人。严厉打击“两抢一盗”等危害公共安全和人民财产安全

的犯罪，批捕 245 件 284 人，起诉 288 件 341 人。保持对毒

品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批捕 26 件 30 人，起诉 19 件 20 人。

深入开展“断卡”专项行动和“反诈”宣传，起诉帮助信息

网络犯罪活动、电信网络诈骗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等

135 人。办理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案件 1370 件 1722 人。

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常态化。巩固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工作成绩，总结工作成效与经验，组织对涉黑涉恶案件

（线索）进行倒查，对已起诉、已判决的涉恶案件 11 件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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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涉黑案件 1 件 14 人，通过重新阅卷、回访等方式展开

倒查。2021 年，批捕涉黑恶案件 2 件 7 人，起诉 1 件 11 人。

我院成立专案组，全力办好何某美等人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

组织、非法持有枪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绑架、敲诈勒

索等罪的涉黑团伙案，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

安宁。2021 年，我院被揭阳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评

为揭阳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集体，1 名干警被评为揭阳

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工作者，2 名干警被嘉奖。

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为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推动区域

信用体系建设，维护社会公平公正，依法对涉农商行信贷借

贷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和惩治。2021 年，受理审查逮

捕涉及农商行的案件 25 件 35 人，受理审查起诉 22 件 47 人，

起诉 15 件 31 人，立案监督 4 件 12 人。针对存在的问题，

我院已发出涉农商行检察建议书 1 份。起诉侵犯知识产权、

破坏金融秩序、扰乱市场秩序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 114

人，营造公平、有序、健康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二、以充分的检察履职参与社会治理，践行“以人民为

中心”的司法理念，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加大对涉案未成年人的保护力度。2021 年，批准逮捕未

成年人犯罪案件 98 件 110 人，提起公诉 111 件 133 人；坚

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对犯罪情节轻微、初犯偶

犯从宽处理，不批准逮捕 65 件 85 人，不起诉 11 件 11 人，

积极适用附条件不起诉 18 人，开展定期帮教、助力迷途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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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回归社会。对未成年人实行帮扶、教育 6 人次。共开展“法

治进校园”活动 8 场次，受教育 3000 人次。2021 年，我院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被揭阳市妇联授予“巾帼文明岗”

称号。

做好公益诉讼工作。开拓公益诉讼领域，努力当好“公

共利益的代表”。2021 年，行政公益诉讼立案 31 件，发出

检察建议 26 份；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立案 4 件。不断加

大在生态资源保护领域的监督力度。针对群众反映的饮用水

源一级保护区汤坑水库周边防护网被破坏，群众进入库区游

玩，垃圾遍地的情况，我院经实地调查核实，依法向相关职

能部门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依规履行职责，切实保障

饮用水源水质安全。认真落实揭阳市院关于开展市容环卫专

项行动的要求，向相关职能部门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

履行城市废弃物和生活垃圾处理管理职责，加强对行政区域

内生活垃圾分类的监督指导工作，为群众创造干净整洁的生

活环境。

做好接访工作。2021 年，办理刑事申诉案件 4 件，国家

赔偿案件 12 件，司法救助案件 3 件，发放司法救助金共 15

万元；接听群众来电 174 次，接待来访 367 批 634 人次。认

真落实“群众来信件件有回复”、“申诉类案件首次信访领

导包案”制度，群众信访七日内程序性回复 199 件、3 个月

内办理结果答复 191 件，首次信访领导包案 31 件。

三、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以高度法治自觉维护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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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

加强刑事诉讼监督。2021 年，监督公安机关立案 13 件，

监督撤案 3 件；书面纠正公安机关违法行为 25 件次，提前

介入案件侦查 23 件次；依法对 150 名犯罪嫌疑人的羁押必

要性进行审查。

加强刑事执行检察工作。2021 年，办理纠正违法案件

91 件，收监执行审查案件 5 件，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讯问合

法性核查案件 5 件，暂予监外执行审查案件 5 件，职务犯罪

侦查案件 7 件。

努力做实民事行政检察。我院积极落实省院“民事执行

违法终本专项”工作、揭阳市院关于对同级政法机关开展法

律监督专项检查工作。2021 年，办理民事审判监督案件 1 件，

民事执行监督案件 1 件，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件 5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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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 2021 年度没有新增需要进行事前绩效评估的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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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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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指标反映部门预算的调剂情况、年中追加资金情

况。

本院 2021 年度预算编制、分配符合部门职责，能根据

年度工作重点，在不同项目、不同用途之间进行财政资源分

配，大部分项目的预算编制基本合理。专项资金编制细化程

度合理，未出现因年中调剂导致部门预决算差异过大的问

题，功能分类和经济分类编制准确，年中无大量调剂，项目

之间未频繁调剂。预、决算支出比率为 93.9%。本指标分值

4 分，得 3.76 分，得分率为 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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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严格执行财务制度

规定的经费开支范围、项目和标准，确保各项经费支出做到

事前审批、事中监督、事后检查。严格“三公”经费、会议

费、培训费等一般性经费支出管理，控制在考核基数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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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宁市人民检察院 2021 年部门预算和部门决算均已在

规定的时间内按要求公开，符合公开要求。具体包括：一是

能在门户网站公开，并永久保留。二是使用省模板公开，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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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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按功能分类公开

到项级科目、按经济分类公开到款级科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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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于 2021

年 2 月 8 日在部门门户网站上公开预算信息，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在部门门户网站上公开决算信息，均在预决算批复

后 20 天内公开，符合《预算法》等文件的有关要求。根据

省财政厅提供的数据和评分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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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宁市人民检察院部门绩效目标和绩效自评结果合并

在 2020 年部门决算报告中，与决算报告一并在部门门户网

站公开。根据省财政厅提供的数据和评分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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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评价管理和评估结果应用等预算绩效管理

制度的建设情况。

普宁市人民检察院制定的《普宁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院一

般性支出管理暂行规定》、《普宁市人民检察院内部控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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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普宁市人民检察院固定资产管理暂行规定》和《普

宁市人民检察院“三公”经费管理暂行规定》等系列制度中，

包含了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管理和评估

结果应用等预算绩效管理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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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评价管理和评估结果运用等方面的执行情况。

普宁市人民检察院在绩效目标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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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财厅及上级

院相关规定，对重点评价意见的整改情况及时反馈。根据评

分规则，该指标 10 分，得 10 分，得分率为 100%。

5、采购管理。

（1）采购合规性。

该项指标反映采购意向公开、采购投诉处理、合同备案

公开等情况。

本院严格遵守政府采购的相关规定，纳入部门预算的采

购项目，百分之百及时进行政府采购意向公开，采购合同及

时在“广东省政府采购网”备案公开，2021 年度未发生采购

投诉情况。根据省财政厅提供的数据和评分规则，该指标 3

分，得 3 分，得分率为 100%。

（2）采购政策效能。

该项指标反映部门采购政策执行的效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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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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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省财政厅提供的数据和评分规则，该指标 2 分，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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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的办公室面积和办公设备配置严格按照规定标准

执行，不存在超标准超规格的情况。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

3 分，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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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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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分，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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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 2021 年未有组织开展国有资产盘点工作。根据评

分规则，该指标 2 分，得 0 分，得分率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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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 2021 年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年报资产数据完整、



13

准确，与部门决算数据保持一致，并且做到资产账与财务账

相符。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 3 分，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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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根据《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结合自

身实际情况，制定了《普宁市人民检察院固定资产管理暂行

规定》。同时，严格执行出租、出借、处置国有资产的相关

规定，按规范处理。在各类巡视、审计、监督检查工作中均

未发现资产管理存在问题。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 3 分，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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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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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省财政厅提供的数据和评分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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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宁市人民检察院在 2021 年度预算执行过程中，严格

执行“过紧日子”的要求，各项行政经济运行成本都控制在

预算之内，经过核算：

能耗支出 19.92/平方米，同比上升 1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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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费 41.96 元/平方米，同比下降 10.21%。

人均行政支出 8932.69 元/人，同比上升 4.4%。

人均业务活动支出 232.5 元/人，同比下降 64.91%。

人均外勤支出 10926.9 元/人，同比上升 4.33%。

人均公用经费支出 30861.31 元/人，同比下降 14.71%。

根据部门经济成本分析自评表和评分规则，该指标 2分，

得 1.95 分，得分率为 97.5%。

（2）“三公”经费控制情况。

该指标反映部门（单位）对“三公”经费的控制效果。

“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数，符

合要求的得满分，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

普宁市人民检察院 2021 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

出决算为 18.46 万元，预算 46 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

费支出决算为 0 万元，预算 0 万元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

费支出决算为 16.27 万元，预算 36 万元（其中：公务用车

购置支出决算为 0 万元，预算 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支出

决算为 16.27 万元，预算 36 万元）；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

为 2.19 万元，预算 10 万元。“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均小

于预算安排数。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 1 分，得 1 分，得分

率为 100%。

（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存在问题

1、绩效管理制度未形成成熟的制度体系。本院预算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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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管理制度未形成成熟的制度体系，对于绩效评价没有特别

明确的制度规范和约束，相关绩效指标还需进一步完善。

2.资产管理工作需进一步加强。

本院现已按规定做到“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固定资产监督

检查”，2021 年因工作安排关系，没有开展每年一次的资产

盘点，对各部门资产管理工作的监控还不到位，还需进一步

加强对各部门资产管理工作的统筹与监控。

（三）改进措施

1、完善绩效管理制度和绩效目标。

完善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管理和评

估结果应用等相关制度，落实各部门共同参与部门整体支出

绩效目标体系建设工作，使绩效目标更充分反映各业务部门

与综合保障部门的履职效率与效果，从而提高绩效管理的可

操作性与可比性。

2、加强资产管理，提升制度执行力度。

加强固定资产定时盘点工作，强化对各部门资产管理工

作的统筹与监控。建立完善各资产使用部门与资产管理部门

之间的协同工作机制，督促各部门建立健全固定资产台账，

明确各资产使用部门与资产部门间常态化监督检查工作流

程及过程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