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省级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3年度

单位名称 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

单位

主要职能

（1）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决策部署，坚持党对

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2）贯彻落实上级人民检察院工作方针、总体规划，确定本院工作任务，并组织实施。

（3）负责对南京铁路公安处侦查的刑事犯罪案件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对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的

审判工作行使法律监督职能。

（4）集中办理南京市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事案件，涉知识产权民事、行政裁判结果监督、执行监督
和审判违法监督案件，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案件。

（5）办理涉铁路辖区公益诉讼案件。

（6）办理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指定或交办的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

（7）办理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定或交办的公益诉讼案件。
（8）负责队伍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

（9）负责检务督察工作。

（10）负责财务装备、检察技术信息工作。

机构设置及
人员配置

我院下设检察综合管理部、刑事检察部、知识产权检察部、诉讼监督检察部、检察综合业务部五个
部门。人员编制：机关政法专项编制39名。2022年12月，实有在职在编人员37人，退休人员21人，

聘用制书记员5人，劳务派遣人员6人。

部门整体

资金（万

元）

收入

全年
预算数

资金总额 2274.37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2274.37

政府性基金 0

国有资本金 0

社保基金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上年结转资金 0

其他资金 0

支出

半年

计划执行数

全年

预算数
基本支出 1127.62 1879.37

项目支出 190.5 395

检察办案业务经费 98 196

远程提讯系统 15 15

网络信息运行维护费 10 20

涉密检察业务网分级保护 22 55

物业管理费 36 90

办公办案设备更新购置费 9.5 19

中长期目标

南京铁检院将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和上级检察工作会议部署要求，聚焦保障“强富美高

”新江苏建设和平安铁路、法治铁路建设，抓住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遇，把握铁检机关转型升级契

机，全面深化行政区划检察院改革，积极履行检察职能，加强过硬队伍建设，打造4+知识产权检察

办案团队，服务南京创新名城发展，打造南京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新高地。

年度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上级
部署要求，以打造“高水平 专业化 特色院”为目标，以集中管辖全南京市知识产权案件为契机，

打造4+知识产权检察办案团队，服务南京创新名城发展，打造南京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新高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决策

计划制定
中长期规划制定健全性 健全 健全

工作计划制定健全性 健全 健全

目标设定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预算编制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规范

过程

预算执行

“三公经费”变动率 ≤0% ≤0%

公用经费控制率 ≤100% ≤100%

支付进度符合率 ＝100% ＝100%

政府采购执行率 ＝100% ＝100%

结转结余率 ＝0% ＝0%



过程

预算执行

非税收入预算完成率 ≥100% ≥100%

预算执行率 ＝58% ＝100%

预算调整率 ＝0% ＝0%

预算管理

基础信息完善性 完善 完善

绩效管理覆盖率 ＝100% ＝1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非税收入管理合规性 合规 合规

预决算信息公开度 公开 公开

预算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资产管理

固定资产利用率 ＝100% ＝100%

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资产管理规范性 规范 规范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规范性 规范 规范

人员管理

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人员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在职人员控制率 ＝100% ＝100%

机构建设

业务学习与培训及时完成率 ＝100% ＝100%

纪检监察工作有效性 有效 有效

组织建设工作及时完成率 ＝100% ＝1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重点工作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履职

职能1：贯彻落实

上级方针，组织

实施本院工作任

务

扩大信息宣传

微信公众号每年更新篇数 ≥10篇 ≥20篇

重要案件及时、权威发布及时率 ＝100% ＝100%

院门户网站每年更新篇数 ≥150篇 ≥300篇

职能2：加强队伍
建设及思想政治

工作职能

人才队伍建设
员额检察官占比 ≤35% ≤35%

推进院中层领导干部占比计划 ≥15% ≥15%

思想政治建设

制定党总支年度工作计划 ≥0次 ≥1次

定期开展党总支集中学习 ≥6次 ≥12次

开展“七一”主题教育活动 ≥0次 ≥1次

职能3：财务装备

、检察技术信息

工作职能

完善财务装备
“三公经费”使用情况公开 ≥0次 ≥1次

年度预、决算编制情况公开 ≥0次 ≥2次

提升检察技术支

撑

全院网络安全检测、故障排查及升级维护

保障率
＝100% ＝100%

案件管理中心故障排查、技术升级及网络
维护保障率

＝100% ＝100%

职能4：涉铁刑事

案件审查批准、

逮捕、提起公诉
职能

强化涉铁刑事案

件办理

涉铁案件公诉案件有罪判决率 ≥90% ≥90%

涉铁案件审查起诉案件结案率 ≥30% ≥70%

涉铁案件审查逮捕准确率 ≥90% ≥90%

涉铁案件审查逮捕案件结案率 ≥80% ≥80%

涉铁案件捕后不起诉率 ≤15% ≤15%

职能5：知识产权

刑事案件审查批

准、逮捕、提起
公诉职能

强化知识产权刑

事案件办理

知产案件公诉案件有罪判决率 ≥90% ≥90%

知产案件审查起诉案件结案率 ≥30% ≥70%

知产案件审查逮捕准确率 ≥90% ≥90%

知产案件审查逮捕案件结案率 ≥80% ≥80%

知产案件捕后不起诉率 ≤15% ≤15%

职能6：提起公益

诉讼工作职能
推进公益诉讼

办理公益诉讼前程序案件 ≥3件 ≥5件

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2件 ≥4件

检察建议采纳率 ≥80% ≥80%

职能7：控申及司

法救助职能

信访、司法救助

办理

信访、司法救助案件及时办理率 ＝100% ＝100%

负面舆情2小时内对省检察院的上报率 ＝100% ＝100%

职能8：刑事、民
事、行政诉讼活

动的法律监督职

能及检务督察工

作职能

案件管理监督

保管公安机关案件中随案移送的涉案物品 ＝100% ＝100%

检务督察总结性文件 ≥1份 ≥2份

检察机关“大统一”平台案件受理 ≥60件 ≥120件

检察机关“大统一”案件动态流程监控 ＝100% ＝100%

检察机关接待律师咨询、阅卷 ≥30人次 ≥60人次

检察机关案件质量评查 ≥7件 ≥15件

电子卷宗制作册数 ≥140册 ≥320册

送达卷宗、文书 ≥100册 ≥200册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效益

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 来信来访案件办结率 ＝100% ＝100%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电子卷宗系统应用率 ≥90% ≥90%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