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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一）机构设置：我院下设 6 个部门，分别是第一检察

部、第二检察部、第三检察部、政治部、办公室、司法警察

大队。

（二）部门主要职责：

第一检察部：负责对犯罪案件的审查逮捕、审查起诉、

出庭支持公诉、抗诉，开展相关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

监督以及相关案件的补充侦查，羁押必要性审查。办理县人

民检察院管辖的相关刑事申诉案件。开展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和预防未成年人的犯罪工作。

第二检察部：负责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公益诉讼检察

工作。民事检察工作主要负责对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活动实行

法律监督，办理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和提请抗诉的民事案

件的审查、抗诉；负责对民事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违法行为

提出检察建议；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开展民事支

持起诉工作。行政检察工作主要负责对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活

动实行法律监督，办理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和提请抗诉的

行政案件的审查、抗诉；负责对行政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

违法行为提出检察建议；对行政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公

益诉讼检察工作主要负责办理法律规定由人民检察院办理

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破坏生态环

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

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以及侵害英雄烈

士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的公益诉讼案件。负责对人民法

院开庭审理的公益诉讼案件，派员出席法庭，依照有关规定

提出检察建议。

第三检察部：负责案件管理工作、刑事执行检察工作、

控告申诉检察工作。案件管理工作负责对司法办案全过程进

行监督管理，履行案件的统一受理流转、办案流程监控、案

件质量评查、涉案财物监管、案件信息公开、业务考评和业

务统计分析研判。组织指导人民监督员工作。负责业务信息

化需求统筹和指导全院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的应用。刑事执行

检察工作负责对监狱、看守所和社区矫正机构等执法活动的

监督，对刑事判决、裁定执行、强制医疗执行、羁押和办案

期限的监督。办理罪犯又犯罪案件。负责对法律规定由人民

检察院办理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

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犯罪，以及

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其他重

大犯罪案件的侦查。控告申诉检察工作负责受理向旬阳县人

民检察院的控告和申诉。承办县人民检察院管辖的国家赔偿

案件和国家司法救助案件。秉持“控申检察，为民服务”的

理念，擦亮控申接待窗口。依托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为群众



提供“一站式服务”，对管辖内的群众信访做到 “一站式

接待、一条龙受理、一揽子解决”。

政治部：负责思想政治、队伍建设、意识形态工作，做

好机关党建工作，按照县委组织部、县直机关工委及院党组

的安排，负责做好机关党支部的各项具体工作；负责承办机

关的机构编制和干部人事管理工作，协同上级主管部门承办

对机关有关人员的配备及后备干部的考察工作，办理有关任

免手续；承办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工作；牵头承办院

党组民主生活会有关工作；承办依法提请县人大常委会批准

相关法律职务的任免工作；承办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等级的

管理工作。做好机关干部工资调整及档案管理工作；做好离

退休人员的服务管理工作；做好本院的政治理论学习和宣

传、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承办调研检察队伍建设总体状况，

掌握队伍建设的信息情况，开展各种专项教育活动；承办本

院表彰奖励工作；承办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做好本院

机关干部教育工作；拟订院机关教育培训计划及中长期教育

培训规划；按照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做好检察官的任职资格

培训、岗位职务培训、学历教育、继续教育工作；做好院年

度考核工作及平时考核等工作，承办院绩效管理考核委员会

日常工作。

办公室：一是文秘工作。主要负责公文平台、机要通道、

政务督查平台值守，迅速、准确的处理好各种公文，上传下



达，及时向市院、县委报告主要领导工作动态。及时、准确、

高效处理机要通讯、会议组织，编发检察信息等工作；严格

按规定管理介绍信、印章、证明。二是检务保障工作。主要

负责全院物资技术装备、交通工具、服装的统计工作；负责

本院的计划财务、装备管理和后勤服务工作；负责本院基本

建设、行政事业经费的申请、核算和管理及各种装备物资统

一购置和分配；承担本院的基建、固定资产、交通工具及环

境秩序管理；负责机关行政管理及接待、保卫等工作。三是

信息技术工作。负责对本院的信息化建设进行总体规划搞好

本院网络维护工作；负责机要通道及网络的安全保密工作。

负责全院视频会议、邮件服务系统的正常使用。严格依照操

作规范在统一业务软件上对同步录音录像案件进行登记。四

是档案管理工作。负责做好文书资料的收集、整理、归档、

立卷，做到资料齐全、目录清楚、装订规范、保管有序。五

是负责掌握并综合全院工作情况。组织协调院重要工作部

署、重大决策的贯彻落实。

司法警察大队：负责保护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案件

的犯罪现场；执行传唤、拘传；协助执行监视居住、拘留、

逮捕，协助追捕在逃或者脱逃的犯罪嫌疑人；参与搜查；提

押、看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送达有关法律文书；

保护出席法庭检察人员的安全；协助维护检察机关接待群众

来访场所的秩序和安全，参与处置突发事件；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他职责。

二、2022 年度部门工作任务

一是强化大局意识，在服务保障发展上求突破。坚持党

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认真落实县委决策部署，坚决执行

县人大决议决定。聚焦打好风险防范攻坚战，依法严惩金融

诈骗、非法集资等犯罪。聚焦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坚决惩

治扶贫领域腐败犯罪，落实好司法救助支持脱贫攻坚工作，

对因案致贫、因案返贫的“应救尽救”。聚焦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惩治预防犯罪，发挥好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公益诉

讼等职责。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建立检察官包联重点企业制

度，了解企业的现实困难和司法需求，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

司法保障；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切实做到依法

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就提出适用缓

刑建议，真真切切地为民营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二是强化司法办案，在维护民生民利上求突破。认真做

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做到防控、办案两不误。依法严厉

打击黄赌毒、电信诈骗、两抢一盗等违法犯罪，不断提升人

民群众的安全感。全面贯彻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止

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的决定》，严厉打击非法猎捕、交易、运输、

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加强对侵害妇女、儿童权益行为的惩

治打击，从严从快办理妇女、儿童被家暴、性侵或者民事、



行政合法权益被侵害的案件。持续抓好高检院“一号检察建

议”的再推进、再落实工作，全力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保持打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高压态势，携手抓好食品药

品安全，确保人民群众吃的安全、用的放心。持续落实好群

众来信来访件件有回复制度，做好释法说理、矛盾化解等工

作，让每一起案件不仅是“看的见的正义”，更是“说的出

的正义”。针对办案中反映的问题，及时提出检察建议，助

推社会治理现代化。

三是强化法律监督，在守护公平正义上求突破。聚焦法

律监督主责主业，开展“一部(室）一品（亮点）”创建工

作，推进检察职能全面平衡充分发展。做优刑事检察，履行

好刑事诉讼主导责任，有力平稳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充

分发挥派驻公安机关执法办案中心检察室作用，与公安机关

办案信息实时共享，共同落实严格执法；加大刑事执行检察

力度，深化判实刑未羁押、财产刑执行、维护在押人员合法

权益等专项监督；继续做好职务犯罪检察工作，集中精力将

重心向案件办理转移，坚决查处司法人员职务犯罪案件，规

范司法人员执法行为。做强民事检察，加强对民事判决、裁

定、调解书、审判人员违法行为、执行活动的监督，常态化

开展民事虚假诉讼监督。做实行政检察，加大行政非诉审查

执行监督力度，积极提请县人大常委会审议，全面推行行政

非诉执行申请备案审查机制，既监督行政机关行政处罚行为



的合法性，又监督人民法院行政非诉执行活动的合法性。做

好公益诉讼检察，按照“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的要

求，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打造“生态检察•

绿色旬阳”品牌。积极办理群众反映强烈的安全生产、未成

年人权益保护、网络侵害、扶贫、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等领

域公益诉讼案件，回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新要求。

四是强化队伍建设，在提升司法能力上求突破。把全面

从严治党持续引向深入，认真开展以党务、政务、队伍、执

法司法、业务管理为重点的“规范化建设年”活动，锻造“四

个铁一般”的检察铁军。定期研判意识形态领域新情况，及

时防控化解风险。加强检察人员分类管理，统筹推进内设机

构改革和新型办案团队建设。健全完善考核奖惩机制，树立

重实干、比实绩、求实效鲜明导向，让作风“庸懒散慢虚粗”、

党纪法规意识不强的受惩戒。主动接受人大、政协和社会各

界监督，深化检务公开，促进公正执法。

三、部门预算单位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本部门的部门预算只包括部门本级

预算，不存在二级预算单位。

纳入本部门 2022 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二级预算单位

共有 0 个,包括（见单位明细表）：

序号 单位名称 拟变动情况
1 旬阳市人民检察院

四、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 2021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51 人，其中行政编制

47 人、事业编制 4 人；实有人员 67 人，其中行政 49 人、事

业 0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18 人。

第二部分 收支情况

五、2022 年部门预算收支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本部门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

门预算管理。2022 年本部门预算收入 866.81 万元，其中一

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866.81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 0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0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事业单位经

营收入 0 万元、对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 万元、用事业基金弥

补收支差额 0 万元、上年结转 0 万元、上年实户资金余额 0

万元、其他收入 0 万元，2022 年本部门预算收入较上年增加



26.09 万元，主要原因是职务职级晋升，人员经费增加；2022

年本部门预算支出 866.81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

出 866.81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 0 万元、事业收入 0

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0 万元、对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 万

元、上年实户资金余额 0 万元、其他收入 0 万元、上年结转

0 万元，2022 年本部门预算支出较上年增加 26.09 万元，主

要原因是职务职级晋升，人员经费增加。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022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 866.81 万元，其中一般公

共预算拨款收入 866.81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 0 万元、

上年结转 0 万元，2022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收入较上年增加

26.09 万元，主要原因是职务职级晋升，人员经费增加；2022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支出 866.81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

款支出 866.81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 0 万元、上年结

转 0 万元，2022 年本部门财政拨款支出较上年增加 26.09 万

元，主要原因是职务职级晋升，人员经费增加。

（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2022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866.81 万元，

较上年增加 26.09 万元，主要原因是职务职级晋升，人员经

费增加。

2、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2022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866.81 万元。其

中：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01）0 万元，较上年无变化。

（2）公共安全支出（204）759.28 万元，较上年增加

24.17 万元，原因是职务职级晋升，人员经费增加。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62.69 万元，较上年

增加 0.59 万元，原因人员提标，基数增大。

（4）住房保障支出（221）44.85 万元，较上年增加 1.34

万元，原因是人员提标，基数增大。

3、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1）按照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的类级科目说明。

2022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866.81 万元，其

中：

工资福利支出（301）684.81 万元，较上年减少 23.98

万元，原因是人员调出，人数减少；

商品和服务支出（302）110.2 万元，较上年减少 0.59

万元，原因是缩减经费开支，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03）11.53 万元，较上年减

少 9.61 万元，原因是遗属补助人员减少。 （2）按照

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的类级科目说明。

2022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0 万元。

机关工资福利支出 745.09 万元，较上年增加 36.3 万元，



原因是工资提升晋档，保障新招录人员工资。

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 110.2 万元，较上年减少 0.59 万

元，原因是缩减经费开支，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1.53 万元，较上年减少 9.61

万元，原因是遗属补助人员减少。

4、上年结转财政资金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情况。

（1）按功能支出分类。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一般公共预算拨款资金支出

（2）按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一般公共预算拨款资金支出

（3）按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一般公共预算拨款资金支出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支出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一般公共预算拨款资金支出

第三部分 其他说明情况

六、部门预算“三公”经费等预算情况说明

2022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支出

8.4 万元，较上年减少 0.2 万元，下降 2%，主要原因是严格

管理控制支出项目。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 0 万元，公



务接待费费 4.7 万元，较上年减少 0.1 万元，下降 2%，减少

的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严控公务接待费用，

坚持无公函不接待的原则；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7 万元，

较上年减少 0.1 万元，下降 2.6%。主要原因是车辆数量无变

化，进一步细化了公务用车制度。

2022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会议费支出 0.00

万元，较上年持平，主要原因无会议费支出。

2022 年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培训费支出 0.00

万元，较上年持平，主要原因无培训费支出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会议费支出。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财政拨款培训费支出。

七、部门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

截止 2021 年底，本部门所属预算单位共有车辆 5 辆，

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 套。2022 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

辆 1 辆（2021 年招投标已完成，2022 年第一季度完成交付）；

安排购置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 套。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列权责发生制核算支出涉及的

资产部门购置。

八、部门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22 年无政府采购预算，并已公开空表。

九、部门预算绩效目标说明



2022 年本部门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详见公开报表中的

绩效目标表）

十、机关运行经费安排说明

本部门当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安排110.2万元（含37.18

万元车补），实际机关运行经费 73.02 万元，2021 年机关运

行经费 73.99 万元，实际上机关运行经费较 2021 年减少了

0.97 万元。主要原因 2022 人员数量减少，严格按照无预算

不支出原则，厉行节约。

本部门无 2021 年结转的列权责发生制核算的机关运行

费支出。

十一、专业名词解释

机关运行经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

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

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

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第四部分 公开报表

(具体部门预算公开报表)













































2022年部门预算专项业务经费绩效目标表
表14

项目名称 政法专项（检察院）

主管部门 旬阳县人民检察院

资金金额
(万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82.00

其中：财政拨款 182.0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目标1：根据陕检会（2021）16号文件，保障检察人员绩效考核奖金发放：
目标2:根据陕人社部发（2017）624号文件，确保司法警察加班费足额发放：
目标3：根据人社部（2017）13号文件规定，确保检察人员法定节假日加班补贴足额发放；
目标4：根据陕高法（2017）213号（涉密文件）保障书记员工资按时发放到位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书记员工资发放人数 12人

检察人员加班费发放人数 47人

检察人员绩效发放人数 41人

司法警察加班费发放人数 6人

质量指标 兑现率 100%

时效指标 2022年度 12个月

成本指标

聘用制书记员经费 720000

检察人员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费 190000

绩效考核奖金 850000

司法警察加班费 60000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无 无

社会效益指标 构建和谐旬阳，提升司法救助率 ≧97%

生态效益指标 无 无

可持续影响指标 影响期限 长期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聘用制书记员满意度指标 100%

备注：1、绩效指标可选择填写。 2、根据需要可往下续表。 3、市县扶贫资金项目的绩效目标必须公开。
4、市县部门也应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