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价报告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依法治市专项经费 项目年份 2021

项目主管部门(单
位)

苏州市司法局

市级预

算执行

情况（万

元）

年初预算

数

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

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
财政拨款数 指标结余数

185 185 0

市级财

政资金

使用情

况（万

元）

财政拨款

数
实际支付数 资金结余、结转数

其中：

结转数 财政收回数

185 173.19 11.81 11.81

项目资金构成（详细列出各子项目名称和金额）

子项名称 预算数（万元） 实际数（万元）

工作经费 150 152.12

合计 185 173.19

培训会议类 35 21.07

项目 类别 指标名称 目标值 权重
实际完成

值
自评分

项目绩效实

现情况（80

分）

投入目标

财务制度

健全性
健全 2 健全 2

资金使用

合规性
合规 4 合规 4

项目日常

进度管理

规范性

规范 4 规范 4

专款专用

率
100% 4 100% 4

预算执行

率
100% 8 93.61% 8

产出目标

习近平法

治思想专

题培训

=114 人次 5.2 114 人次 5.2

法治建设

工作宣传

片

=2 部 5.2 2 部 5.2



法治实事

项目（“关

爱民生法

治行”实事

优秀项目）

=10 个 5.2 10 个 5.2

形成 2021

年法治建

设第三方

测评报告

=1 份 5.2 1 份 5.2

形成 2021

年法治化

营商环境

评估报告

=1 份 5.2 1 份 5.2

结果目标

人民群众

法治建设

满意度

=90% 5.2 93% 5.2

2021 年法

治建设第

三方测评

报告的应

用

有应用 5.2 有应用 5.2

培训人员

的满意度
=90% 5.2 95% 5.2

2021 年法

治化营商

环境评估

报告

有应用 5.2 有应用 5.2

全面依法

治市工作

发挥保障

作用
5.2

发挥保障

作用
5.2

影响力目标

建立法治

建设考评

机制、协调

机制

进一步完

善
6

进一步完

善
6

合计 80

填表说明：1.“市级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均含非税收入。“年初预

算数”填“二下”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填当年使用上年结

余、结转数以及追加或调减预算数；“财政拨款数”填财政部门实际拨付的款项数；“实际

支付数”填资金实际支付到最终使用者的数额；“结转数”填结转以后年度使用的资金数；

“财政收回数”填财政部门收回的资金数。指标结余数=年初预算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

结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财政拨款数；资金结余、结转数=财政拨款数-实际支付数=结转数

+财政收回数。2.“指标名称”中“投入”类指标根据项目类型，按照《2021年度苏州市

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投入”类共性指标》规定，逐一对照进行自评价；“产出”、“结

果”、“影响力”三类指标填列预算部门（单位）报送的绩效目标申报表中经财政部门审核



通过的指标，如发生绩效目标调整的，以经财政部门批准调整后的指标为准。3.各项指标

权重值为根据指标数量将该类总分值分摊到各项指标的分值，即各项指标分值=该类总分

值/指标个数。4.各项数据采集的时间节点均为 2021年 12月 31日。定性指标按照 好、

较好、一般、较差、差 等级评分，分别得对应权重值的 100%、80%、60%、40%和 20%。
定量指标评分规则：“产出”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完成 100%～
130%得权重值满分，实际完成值每低于目标值 1 个百分点相应扣减权重值的 5%，超过

130%的每超过 1%扣权重值 1%；除指标解释中有特别说明的以外，“投入”类指标评分规

则同“产出”类指标；“结果”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完成 100%～
200%得权重值满分，超过 200%的每超过 1%扣权重值 1%,实际完成值每低于目标值 1 个百

分点相应扣减权重值的 5%。某项指标无法提供具体数值，且无说明，得 0分。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概况

市委依法治市办是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事机构，承担着全市

法治建设组织协调、督促检查、推动落实等重要职能。依法治市工作专

项经费主要用途：开展共建法治阵地和关爱民生法治行实事项目，运用

法治手段为民办实事；开展法治化营商环境指标体系评估，定期发布评

估报告，推动提高法治化营商环境水平；组织法治建设第三方测评，相

关结果纳入党的建设和保障高质量发展考核，推动全市进一步提高法治

建设整体水平；组织法治分管领导干部和相关法治工作人员培训，提升

法治工作人员能力水平；加强全面依法治市工作宣传，提升群众法治知

晓度和满意度，扩大法治苏州影响力。

项目总目标 统筹推进全面依法治市各领域重点工作

年度绩效目标

运用法治手段开展为民办实事活动，联合各地各部门共建法治阵地，

开展关爱民生法治行实事项目；开展 2021 年法治化营商环境指标体系评

估，定期发布评估报告，推动提高法治化营商环境水平；组织 2021年法

治建设第三方测评，相关结果纳入党的建设和保障高质量发展考核，推

动全市进一步提高法治建设整体水平；拍摄法治苏州建设专题宣传片，

加强全面依法治市工作宣传；组织法治分管领导干部和相关法治工作人

员培训，提升法治工作人员能力水平；不断提升全面依法治市整体水平，

推动跨上法治建设新台阶。

项目实施情况

一、加强谋划部署

2021年 4月，召开市委常委会（同时作为依法治市委员会专题会议），

研究审议《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 2021年工作要点》《法治苏州建设

规划（2021-2025年）》《苏州市法治社会建设实施方案（2021—2025年）》。

以市委名义印发“法治苏州”、“法治社会”建设“一规划一方案”。委员

会印发《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 2021年工作要点》，制定 7类 43个年

度项目，项目化推进落实。市委依法治市办细化了办公室牵头负责的项

目进程表、制定了经费使用计划表，明确处室责任。5 月，召开全市法治

政府建设暨加强和创新事中事后监管工作会议，对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

作进行谋划部署。7月，召开全面加强基层法治建设暨深化“援法议事”

活动推进会，出台《关于全面加强基层法治建设提升基层依法治理水平

的实施意见》，全面推进法治镇（街道）建设。12月，组织对 10个板块

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等重点

开展年度法治督察。年内召开 2 次法治建设工作例会。2021年，苏州市



全面依法治市工作在全省法治建设考核中位列第一名。

二、有序推进工作

1.5月，市委依法治市办印发《2021年“关爱民生法治行”活动暨法

治建设满意度提升工程实施方案》，部署推动市级机关单位申报“关爱民

生法治行”实事项目，研究确定并推动实施 10个市级项目也作为法治建

设满意度提升工程。11月，发动县级市（区）申报市优秀项目评选。通

过群众网上投票、组织专家评审等方式推选 10个市优秀项目和 10个提

名项目。与市财政局联合发文《关于确定 2021年度全市“关爱民生法治

行”活动暨法治建设满意度提升工程优秀项目并实行“以奖代补”的决

定》，对市级、区级优秀项目和提名项目进行奖励。

2.与姑苏区委依法治区办合作共建基层法治建设阵地，有力推动基层

“援法议事”活动。经推选，确定平江街道观前社区“援法议事”大院

和白洋湾街道金筑社区金筑家园“援法议事”亭为共建项目。经市、区

两级党委法治议事协调办事机构和街道三方合作，通过制定方案、推动

实施、检查验收，分别按要求完成共建项目。

3.开展全面依法治市工作系列宣传，提升社会群体法治知晓度、获得

感和满意度。如：召开法治苏州建设新闻发布会，向新闻媒体及社会发

布十八大以来法治苏州建设成效。通过微信公众号宣传“关爱民生法治

行”活动暨法治建设满意度提升工程，编印“援法议事”工作折页、获

评省级典型范例宣传册、《全面依法治市工作指引手册》和《法治苏州建

设 2019-2020年资料汇编》，拍摄“援法议事”、“重大行政决策”主题短

视频，法治日报、江苏法制报、新华日报等省级以上纸媒和新媒体宣传

法治苏州建设经验、成效。

4.10月，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培训班（第一期），组织

全市市级机关法治机构负责人、各县级市（区）委依法治市（区）办工

作人员、市司法局相关法治处室人员等 110余人参加 4 天培训，学员满

意度 95%。（第二期因疫情原因停办）

三、加强监测评估

1.2021年 5月 6日，省委依法治省办印发《关于在全省开展法律实

施效果评估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在全省 13个设区市可以在安全生产、

公共卫生、生态环境领域开展区域性法律实施效果评估试点工作拟通过

法律实施效果评估试点工作，推动建立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普法关

联贯通的全方位法治体系机制，努力提高法治实施成效，以良好的法治

环境服务和保障全省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市委依法治市办制定印

发《关于开展生态环境领域法律实施效果评估工作的通知》，明确委托第

三方评估机构做好全市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普法领域数据资料收集

和评估工作，按时形成评估报告。

2.市委依法治市办根据《苏州市优化营商环境创新行动 2021》（苏委

发〔2021〕19号）要求和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苏州市法治化营商

环境建设指标体系》规定，按法定程序，与苏州美兰德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达成评估合作协议，共同制定《2021年度苏州市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指标体系评估实施方案》，确定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指标体系各指标的权

重系数，制定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评估技术方法。第三方机构综合运用

在线监测、网络核查、现场查验、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方式对市本级 58



家单位进行评估，计算市本级及各地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综合指数，衡

量全市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情况，为加强和改进我市法治化营商环境建

设工作提供参考依据。评价结束后按时形成《苏州市法治化营商环境建

设综合指数评估情况报告》，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营造稳定、公平、

透明、可预期的法治环境，提供了在全省乃至全国具有首创和指引意义

的探索。

项目管理成效 苏州全面依法治市工作在省委依法治省 2021年考核中位全省第一。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1.原定 2021年 11月 9-12日的培训工作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停办，相关

培训工作调整较晚。

2.省委依法治省办工作计划下达较晚，部分项目管理存在调整。

3.大项工作经费集中在下半年支出，虽与评估、评审等安排进度相关，但

仍存在工作安排合理性问题。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1.加强沟通协调，适时调整项目。

2.加强项目计划安排，合理有序推进。

（标注：项目概况、项目总目标、年度绩效目标由软件自动从申报表中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