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皋市人民法院2020年度部门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汇总公开表
项目资金来源

序号 项目主管部门

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实施起止时
间
小计

公共预
算

政府性
财政
上级转
基金预
专户
移支付
算
资金

绩效目标

长期目标

年度目标

1

如皋市人民法
院

如皋市人民法院 办公设备购置

更换老旧日常办公设备、桌椅、电子产品
等，适应信息时代发展，提高办案效率。

皋财预(2019)16号

2020.01-2020.12

12.12

12.12

2

如皋市人民法
院

如皋市人民法院 水电费补差

法院目前有审判楼、执行业务楼、办公楼及7
皋财预(2019)16号
个基层庭，需进行额外水电费补助。

2020.01-2020.12

186.5

186.45

保障机关及基层日常工作正常运转， 保障机关及基层日常工作正常运转，
为行政审判工作提供后勤服务。
为行政审判工作提供后勤服务。

3

如皋市人民法
院

如皋市人民法院 专用设备购置

通过讯飞语音系统自动转换文字输出，提高
庭审记录效率。

通中法〔2017〕68号、通
2020.01-2020.12
中法行装〔2017〕9号

45

45

提升庭审效率50%，节省开庭时间，提 根据中院要求继续进行庭审语音终端
升群众满意度，缓解案多人少矛盾， 及语音助手购买，节省开庭时间，提
提升办案效率。
高办案效率。

4

如皋市人民法
院

如皋市人民法院 信访补助费

苏高法（2019）208号

2020.01-2020.12

10

10

对信访人稳控，维护了社会稳定和
谐，避免引发重大社会舆情。

5

如皋市人民法
院

苏人社发（2017）217号 2020.01-2020.12

85.02

85.02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
2020.01-2020.12
审员法》

35

35

通过陪审员参审，达到化解本院人案 按照陪审员管理办法，完成参审活
矛盾，提高审判公开透明度。
动，体现公平、公开、公正。

对诉求没有法律政策依据，但生活存在实际
困难的信访人，综合运用政府救助、社会救
济、民间互助和信访救助等手段促进息诉息
访；实行驻外信访应急工作经费包干使用实
施办法。
根据人社局文件精神，法警、法官可发放工
如皋市人民法院 法警法官加班费
作日及周末加班补贴。

适应信息时代发展，提高办案效率。

适应信息时代发展，提高办案效率，
缩短案件流转周期。

2020年根据省高院、南通中院指示派
驻接访维稳人员，根据如皋市政府或
政法委要求进行相关补助。

调动干警加班积极性，提高案件结案 对干警工作日及周末加班进行补贴，
率。
调动干警工作积极性。

6

如皋市人民法
院

1.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期间，有人民法
院依照有关规定按实际工作日给予补助。2.
如皋市人民法院 人民陪审员费用 人民陪审员因参加审判活动而支出的交通、
就餐等费用，由人民法院依照有关规定给予
补助。

7

如皋市人民法
院

如皋市人民法院 普法经费

根据上级法院、市委、市政法委、市宣传部
、政府办等需求，订阅法律期刊。

通中法电【2019】41号、
2020.01-2020.12
通中法【2019】67号等

15

15

加强法律宣传，提升法院的公信力，
为了树立法院的形象制作专题宣传
增加法院工作的透明度，让权力在让
片，要和媒体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
阳光下运行，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
提高宣传力度。
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8

如皋市人民法
院

如皋市人民法院 人民调解员费用

驻法院人民调解员案件补贴实行“一案一补
”；人民调解员工作室专项经费

苏高法电（2018）221号
、苏高法电（2019）532 2020.01-2020.12
号

66.4

66.4

加强对资金使用的管理，促进纠纷的
促进纠纷的有效解；缓解审判工作压
有效化解；缓解审判工作压力。资金
力。
到位率100%，专款专用率100%。

9

如皋市人民法
院

如皋市人民法院 档案信息化建设

加快档案信息建设的步伐，全面推进档案信
息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最大限度地发挥其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效地为司法审判、
社会公众提供服务。

通中法电（2014）108号
2020.01-2020.12
、省高院院办通报第23期

10

10

建立完善档案数字化建设工作的管理
快速发展阶段。2020年上半年，完成
体系，促进新时期档案工作新格局，
以前年度库藏档案的数字化工作，同
实现数字档案信息的高有效性和高可
时全部实现新归档档案的数字化。
用性。

根据和保安服务公司签订合同进行人员聘用
省统招、辅警经
辅警，为执行工作增加人力，加大执行力度
费
。

省统一招录聘用公告、皋
2020.01-2020.12
法发（2016）136号

87

87

提高案件办理与执行效率、解决执行 保证执行活动正常运转及执行工作正
难。
常开展。

皋法发（2015）48号

2020.01-2020.12

20

20

与如皋电视台、市委新闻网、南通雉
加强对失信人员的曝光力度，推动诚
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进行合作，提高
信如皋的建设。
老赖曝光次数。

为了营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浓厚氛围，扎实 如皋市人民法院关于印发
扫黑除恶及鉴定
有效地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主题法治宣传 《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2020.01-2020.12
救助经费
斗争的法治宣传工作方案
活动。
》

5

5

广泛宣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意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义和深远影响，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
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攻坚战。
争向纵深发展。

如皋市人民法

10 院

如皋市人民法

11 院

如皋市人民法

12 院

如皋市人民法院

如皋市人民法院 曝光老赖费用

如皋市人民法院

根据加强对失信人员的曝光力度及诚信如皋
建设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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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市人民法

13 院

14

如皋市人民法
院

如皋市人民法

15 院

16

如皋市人民法
院

如皋市人民法院

审务集约化社会 为进一步方便群众，提高审判质量效率，建
化管理
立规范、高效的审判辅助集约化管理机制。

环资庭循环审判 开展南通、扬州、泰州三市的环境资源案件
如皋市人民法院
费用
跨区域审判工作所需

如皋市人民法院 成本性支出

如皋市人民法院 信息网络构建

弥补办案经费不足，缓解案多人少矛盾，提
升办案效率，提升群众满意度。

苏高法【2019】218号

2020.01-2020.12

100

100

苏高法【2019】16号

2020.01-2020.12

20

20

皋财预(2019)16号

2020.01-2020.12

800

800

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建设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
3.0版“智慧法院”的目标任务。推动信息化
苏高法【2016】146号、
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实现信息化
2020.01-2020.12
通中法电〔2019〕1号
与如皋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已成为迫切需
要。

110

110

按照苏高法【2019】218号文要求， 按照苏高法【2019】218号文要求，
2020年6月审判辅助社会化外包率达到 2020年6月审判辅助社会化外包率达到
100%。同时缩减聘用人员规模。
100%。
积极构建跨区域协作机制，扩大生态
从严惩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行为，妥
环境协同保护范围，探索恢复性司法
善化解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积极推进
生态修复模式，着力提升环境资源专
环境公益诉讼，环境资源宣传形成自
业审判能力，办好“环境司法皋地”
身特色。
微信公众号。
弥补办案经费不足，缓解案多人少矛 根据2020年实际支出情况，弥补部分
盾，提升办案效率，提升群众满意度 办案经费不足，提高办案效率及案件
。
执结率。
围绕“一个平台（云平台）、七大建
设，通过补短板、强基础、抓创新，
基本建成以数据集中管理平台为中心
、以专有云和开放云为支撑、以各类
业务应用为重点、以安全、运维和人
才队伍为保障的江苏法院信息化
3.0版，到2020年底持续深化完善。信
息化建设作为科技强院战略的一部
分，通过实施信息化管理，办案透明
度进一步得到提高。办案效率、办案
质量稳步提升，发改率、来信来访率

到2020年，实现“大（大数据）、智
（智能服务）、移（移动互联）、云
（云平台云计算）”，即建成具有领
先水平的标准化、规范化、集约化、
专业化的大数据处理中心（云计算中
心），移动互联能够为各类用户提供
全方位服务，全方位、多功能、集约
化的智能服务水平大幅度提升，法院
信息化总体水平再上新台阶，切实与
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