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135001-重庆市长寿区司法局（本级） 预算项目： 50011522T000002056814-转移支付办案（业务）经费 职能职责与活动： 13-司法行政业务

主管部门： 135-重庆市长寿区司法局 项目经办人： 40661109 项目总额： 128.00 万元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周学敏 其中:   财政资金： 128.00 万元

年度目标： 完成本年度普法宣传、人民调解、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基层司法业务、社区矫正管理、法律援助、行政复议应诉、行政执法协调监督等业
务工作，实现有效预防和及时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加大对困难群众的援助力度，实现应援尽援、应援优援；加强全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建
设，提高人民调解员业务素质，确保小事不出村（居），大事不出镇（街），疑难纠纷不出区，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预防和减少矫正
人员重新犯罪、全区法治普及率达到80%，提高政府依法行政水平，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普惠、便捷高效、智能精准的公共法律服务； 提
高教育矫正质量，促进社区矫正对象顺利融入社会，预防和减少犯罪，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目标。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万元

单位资金： 万元

社会投入资金： 万元

银行贷款： 万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历史参考值 指标值 本年指标值 度量单位 权重(%) 本年权重(%) 指标方向性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新入矫社区矫正对象走访率(百分比） ≥ 90 90 % 5 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法律援助办案数量（件） ≥ 350 350 件 8 8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资金拨付到位率（（百分比） ＝ 100 100 % 6 6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村居法律顾问覆盖率(百分比） ＝ 100 100 % 7 7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人民调解案件数量(件） ≥ 12000 12000 件 8 8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接待群众援助来访咨询（件数） ≥ 400 400 件 8 8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化解矛盾件数 ≥ 200 200 件 8 8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法律援助案卷结案归档及时率(百分比） ≥ 90 90 % 6 6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防止民转刑、群体性事件（件数） ≥ 100 100 件 6 6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万元） ≥ 2500 2500 万元 6 6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引导群众息诉息访（人次） ≥ 50 50 人次 6 6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行政复议纠错率（百分比） ≥ 10 10 % 6 6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调解对象满意度（百分比） ≥ 95 95 % 5 5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法律援助受援对象满意度（百分比） ≥ 90 90 % 5 5 正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135001-重庆市长寿区司法局（本级） 预算项目：
50011522T000002059166-普法与依法治理业务经费（一般
性）

职能职责与活动： 01-普法宣传

主管部门： 135-重庆市长寿区司法局 项目经办人： 周学敏 项目总额： 15.00 万元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023-40661109 其中:   财政资金： 15.00 万元

年度目标： 1、深入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围绕重点内容、重点对象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全区法治普及率要达到80%；
2、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夯实城乡普法宣传阵地设施、大力培训“法律明白人”；
3、落实春秋季新提任新领导法治和全区法治理论考试。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万元

单位资金： 万元

社会投入资金： 万元

银行贷款： 万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历史参考值 指标值 本年指标值 度量单位 权重(%) 本年权重(%) 指标方向性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开展普法宣传覆盖面 ≥ 560000 560000 人次 20 2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新提任领导干部法治理论考试，参考率 ≥ 95 95 % 20 2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区法治理论知识考试，参考率 ≥ 95 95 % 20 20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全区群众普法知晓率 ≥ 80 80 % 20 20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 90 90 % 10 10 正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135001-重庆市长寿区司法局（本级） 预算项目： 50011522T000000140098-遗属人员经费（一般） 职能职责与活动： 13-司法行政业务

主管部门： 135-重庆市长寿区司法局 项目经办人： 周学敏 项目总额： 0.88 万元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023-40661109 其中:   财政资金： 0.88 万元

年度目标： 经区人社局批准，区财政保障，每用定额及时发放遗嘱人员生活补助。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万元

单位资金： 万元

社会投入资金： 万元

银行贷款： 万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历史参考值 指标值 本年指标值 度量单位 权重(%) 本年权重(%) 指标方向性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及时发放率 ＝ 100 100 % 30 3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足额发放率 ＝ 100 100 % 30 3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核实遗属情况次数 ＝ 12 12 次 10 10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违规违纪情况发生 ＝ 0 0 次 10 10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人满意度 ≥ 90 90 % 10 10 正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135001-重庆市长寿区司法局（本级） 预算项目： 50011522T000000094847-政府法律顾问费（一般性） 职能职责与活动： 03-法治政府建设法律服务

主管部门： 135-重庆市长寿区司法局 项目经办人： 廖秀华 项目总额： 48.00 万元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023-40661093 其中:   财政资金： 48.00 万元

年度目标： 提高政府依法行政水平，结合政府的法治工作实际，要求政府法律顾问开展工作应当忠于事实和法律，坚持以事前防范和事中控制法律风
险为主，事后法律补救为辅，推进依法行政。法律顾问主要通过起草修改法律文书、参与合同谈判、重大案件咨询等工作提供法律服务，
其书面法律意见应当向区府法制部门提交。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万元

单位资金： 万元

社会投入资金： 万元

银行贷款： 万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历史参考值 指标值 本年指标值 度量单位 权重(%) 本年权重(%) 指标方向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送审的规范性文件审核率 ＝ 100 100 % 20 2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送审的重大合同审查率 ＝ 100 100 % 20 2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送审的重大行政决策审查率 ＝ 100 100 % 20 20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行政复议纠错率 ≥ 10 10 % 20 20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部门满意度 ≥ 95 95 % 10 10 正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135001-重庆市长寿区司法局（本级） 预算项目：
50011522T000000089655-普法与依法治理日常业务工作经
费（一般性）

职能职责与活动： 01-普法宣传

主管部门： 135-重庆市长寿区司法局 项目经办人： 袁一平 项目总额： 60.00 万元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023-40661176 其中:   财政资金： 60.00 万元

年度目标： 1、深入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围绕重点内容、重点对象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全区法治普及率要达到80%；
2、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夯实城乡普法宣传阵地设施、大力培训“法律明白人”；
3、落实春秋季新提任新领导法治和全区法治理论考试。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万元

单位资金： 万元

社会投入资金： 万元

银行贷款： 万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历史参考值 指标值 本年指标值 度量单位 权重(%) 本年权重(%) 指标方向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普法宣传覆盖面 ≥ 560000 560000 人/次 20 2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新提任领导干部法治理论考试，参考率 ≥ 95 95 % 20 2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区法治理论知识考试，参考率 ≥ 95 95 % 20 20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全区群众普法知晓率 ≥ 80 80 % 20 20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 90 90 % 10 10 正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135001-重庆市长寿区司法局（本级） 预算项目：
50011522T000000094862-法治政府建设日常业务工作经费
（一般性）

职能职责与活动： 04-政府法制旧常工作

主管部门： 135-重庆市长寿区司法局 项目经办人： 廖秀华 项目总额： 11.00 万元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40661093 其中:   财政资金： 11.00 万元

年度目标： 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提高政府依法行政水平。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万元

单位资金： 万元

社会投入资金： 万元

银行贷款： 万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历史参考值 指标值 本年指标值 度量单位 权重(%) 本年权重(%) 指标方向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行政执法培训率 ≥ 70 70 % 20 2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送审的规范性文件审核率 ＝ 100 100 % 20 2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送审的重大合同审查率 ＝ 100 100 % 20 20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行政复议纠错率 ≥ 10 10 % 20 20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 95 95 % 10 10 正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135002-重庆市长寿公证处 预算项目： 50011522T000000140144-遗属人员费用发放（一般） 职能职责与活动： 18-遗属人员

主管部门： 135-重庆市长寿区司法局 项目经办人： 项目总额： 2.96 万元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其中:   财政资金： 2.96 万元

年度目标： 按时足额发放遗属生活补助，做好相关核实工作。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万元

单位资金： 万元

社会投入资金： 万元

银行贷款： 万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历史参考值 指标值 本年指标值 度量单位 权重(%) 本年权重(%) 指标方向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金额（足额发放） ＝ 2464 2464 元/月 20 2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发放次数（按时发放） ＝ 12 12 次/年 20 20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未核实情况导致多发、漏发生活补助情况 ＝ 0 0 次/年 30 30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遗属满意度 ≥ 95 95 % 20 20 正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135001-重庆市长寿区司法局（本级） 预算项目： 50011522T000000140065-临聘人员经费（一般） 职能职责与活动： 13-司法行政业务

主管部门： 135-重庆市长寿区司法局 项目经办人： 周学敏 项目总额： 158.76 万元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023-40661109 其中:   财政资金： 158.76 万元

年度目标： 经报相关部门批准后，聘用矫正协管员、驾驶员、调解员等，确保日常运转和业务工作顺利推进.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万元

单位资金： 万元

社会投入资金： 万元

银行贷款： 万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历史参考值 指标值 本年指标值 度量单位 权重(%) 本年权重(%) 指标方向性

产出指标 安全指标 驾驶员安全出行率 ≥ 98 98 % 20 2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劳务派遣人员考核结果 定性 2 2 20 2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劳务费用发放及时率 ＝ 100 100 % 15 15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劳务派遣人员违规违法行为 ＝ 0 0 人次 15 15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职工满意度 ≥ 95 95 % 20 20 正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135002-重庆市长寿公证处 预算项目： 50011522T000000124971-临聘人员工作经费（一般性） 职能职责与活动： 17-临聘人员

主管部门： 135-重庆市长寿区司法局 项目经办人： 项目总额： 40.15 万元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其中:   财政资金： 40.15 万元

年度目标： 顺利开展公证工作，无服务态度投诉情况，切实提高办证质量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万元

单位资金： 万元

社会投入资金： 万元

银行贷款： 万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历史参考值 指标值 本年指标值 度量单位 权重(%) 本年权重(%) 指标方向性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案卷质量检查问题 ≤ 2 2 个 30 30 反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年公证业务收入 ≥ 220 220 万元 20 20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市公证协会考核结果 定性 2 2 20 20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态度投诉 ＝ 0 0 次 20 20 反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135001-重庆市长寿区司法局（本级） 预算项目：
50011522T000000095142-医调委会运行工作经费（一般
性）

职能职责与活动： 12-管理指导人民调解工作

主管部门： 135-重庆市长寿区司法局 项目经办人： 田华文 项目总额： 18.00 万元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023-40661095 其中:   财政资金： 18.00 万元

年度目标： 建立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有效预防和化解医疗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求。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万元

单位资金： 万元

社会投入资金： 万元

银行贷款： 万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历史参考值 指标值 本年指标值 度量单位 权重(%) 本年权重(%) 指标方向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调解纠纷件数 ≥ 30 30 件 20 2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法治宣传活动次数 ≥ 4 4 次 15 1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接受群众咨询人次 ≥ 300 300 人次 15 15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防止民转刑、群体性事件件数 ≥ 10 10 % 15 15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调解纠纷成功率 ≥ 90 90 % 15 15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率 ≥ 90 90 % 10 10 正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135001-重庆市长寿区司法局（本级） 预算项目： 50011522T000000095148-三调对接组织运行经费（重点） 职能职责与活动： 12-管理指导人民调解工作

主管部门： 135-重庆市长寿区司法局 项目经办人： 田华文 项目总额： 520.67 万元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023-40661095 其中:   财政资金： 520.67 万元

年度目标： 确保“警调、诉调、访调”组织的正常运行，充分调动“三调”组织聘请专职调解员的积极性，形成“诉调、警调、访调”有效对接、协
同配合、综合调处的良好局面。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万元

单位资金： 万元

社会投入资金： 万元

银行贷款： 万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历史参考值 指标值 本年指标值 度量单位 权重(%) 本年权重(%) 指标方向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宣传活动次数 ≥ 50 50 次 15 1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接受群众咨询人次 ≥ 5000 5000 人次 15 1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调解纠纷件数 ≥ 5000 5000 件 20 20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调解纠纷成功率 ≥ 90 90 % 15 15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防止民转刑、群体性事件件数 ≥ 100 100 件 15 15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率 ≥ 90 90 % 10 10 正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135001-重庆市长寿区司法局（本级） 预算项目：
50011522T000000089616-社区矫正日常业务工作经费（一
般性）

职能职责与活动： 02-社区矫正管理工作

主管部门： 135-重庆市长寿区司法局 项目经办人： 倪春红 项目总额： 133.00 万元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023-40232353 其中:   财政资金： 133.00 万元

年度目标： 推进和规范社区矫正工作，保障刑事判决、刑事裁定和暂予监外执行决定的正确执行，提高教育矫正质量，促进社区矫正对象顺利融入社
会，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全区社会和谐稳定。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万元

单位资金： 万元

社会投入资金： 万元

银行贷款： 万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历史参考值 指标值 本年指标值 度量单位 权重(%) 本年权重(%) 指标方向性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案件信息化管理率 ＝ 100 100 % 15 1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社区矫正对象手机定位率 ＝ 100 100 % 15 1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社区矫对象就业 ＝ 5 5 人 10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社区矫对象正常解矫 ＝ 200 200 人 10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新入矫社区矫正对象走访率 ≥ 90 90 % 10 10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重新犯罪率 ≤ 5 5 % 15 15 反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帮扶对象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 ≥ 80 80 % 15 15 正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135001-重庆市长寿区司法局（本级） 预算项目：
50011522T000000095063-人民调解日常业务工作经费（一
般性）

职能职责与活动： 12-管理指导人民调解工作

主管部门： 135-重庆市长寿区司法局 项目经办人： 田华文 项目总额： 22.89 万元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023-40661095 其中:   财政资金： 22.89 万元

年度目标： 加强全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建设，提高人民调解员业务素质，确保小事不出村（居），大事不出镇（街），疑难纠纷不出区，矛盾不上
交，就地化解。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万元

单位资金： 万元

社会投入资金： 万元

银行贷款： 万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历史参考值 指标值 本年指标值 度量单位 权重(%) 本年权重(%) 指标方向性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调解案件合格率 ≥ 90 90 % 15 1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调解矛盾纠纷件数 ≥ 8000 8000 件 20 2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培训调解员人次 ≥ 1000 1000 人次 15 1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调解纠纷成功率 ≥ 90 90 % 15 15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预防群体性事件数 ≥ 100 100 件 15 15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率 ≥ 90 90 % 10 10 正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135001-重庆市长寿区司法局（本级） 预算项目：
50011522T000000095032-基层司法所日常业务工作经费
（一般性）

职能职责与活动： 11-基层司法所业务建设

主管部门： 135-重庆市长寿区司法局 项目经办人： 田华文 项目总额： 65.70 万元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023-40661095 其中:   财政资金： 65.70 万元

年度目标： 规范司法所的财务行为，强化财务的管理和监督，保障司法所各项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万元

单位资金： 万元

社会投入资金： 万元

银行贷款： 万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历史参考值 指标值 本年指标值 度量单位 权重(%) 本年权重(%) 指标方向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法治宣传次数 ≥ 80 80 次 15 1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化解矛盾件数 ≥ 200 200 件 20 2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上法治课次数 ≥ 50 50 次 15 15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刑释人员安置率 ≥ 95 95 % 15 15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法治宣传受教育人次 ≥ 50000 50000 人次 15 15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率 ≥ 95 95 % 10 10 正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135001-重庆市长寿区司法局（本级） 预算项目：
50011522T000000095086-人民调解案件补贴区级专款（重
点）

职能职责与活动： 12-管理指导人民调解工作

主管部门： 135-重庆市长寿区司法局 项目经办人： 田华文 项目总额： 20.00 万元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023-40661095 其中:   财政资金： 20.00 万元

年度目标： 规范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纠纷，强化人民调解纠纷案件补贴管理和监督，调动调解员的主动参与矛盾纠纷化解工作。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万元

单位资金： 万元

社会投入资金： 万元

银行贷款： 万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历史参考值 指标值 本年指标值 度量单位 权重(%) 本年权重(%) 指标方向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规范立卷数 ≥ 6000 6000 件 15 1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调解成功数 ≥ 12000 12000 件 15 1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调解人次 ≥ 20000 20000 人次 20 20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 2500 2500 万元 15 15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调解成功率 ≥ 90 90 % 15 15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当事人满意率 ≥ 95 95 % 10 10 正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135001-重庆市长寿区司法局（本级） 预算项目： 50011522T000000095016-律师涉法涉诉专项经费（重点） 职能职责与活动： 10-律师涉法涉诉

主管部门： 135-重庆市长寿区司法局 项目经办人： 周颖 项目总额： 7.00 万元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023-40661091 其中:   财政资金： 7.00 万元

年度目标： 依法参与信访接待、重大矛盾纠纷化解、代理涉法涉诉案件等工作，维护我区和谐稳定。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万元

单位资金： 万元

社会投入资金： 万元

银行贷款： 万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历史参考值 指标值 本年指标值 度量单位 权重(%) 本年权重(%) 指标方向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参与律师数量 ≥ 8 8 名 15 1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代理案件合格率 ≥ 90 90 % 10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律师参与信访接待次数 ≥ 40 40 次 15 1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参与重大案件评析 ≥ 5 5 次 10 10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引导群众息诉息访人次 ≥ 50 50 次 15 15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投诉率 ≤ 5 5 % 10 10 反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95 95 % 15 15 正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135001-重庆市长寿区司法局（本级） 预算项目：
50011522T000000094977-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区级专款（重
点）

职能职责与活动： 06-法律援助案件办理

主管部门： 135-重庆市长寿区司法局 项目经办人： 苑媛 项目总额： 49.00 万元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023-40233483 其中:   财政资金： 49.00 万元

年度目标： 规范法律援助经费支出范围、审批程序和发放标准，严禁截留、挪用、侵占法律援助经费和克扣办案补贴。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万元

单位资金： 万元

社会投入资金： 万元

银行贷款： 万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历史参考值 指标值 本年指标值 度量单位 权重(%) 本年权重(%) 指标方向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接待群众来访咨询 ≥ 400 400 件 20 2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理法律援助案件 ≥ 350 350 件 15 1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法律援助案卷结案归档及时率 ≥ 90 90 % 10 1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法律援助案件合格率 ≥ 90 90 % 15 15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为妇女挽回经济损失或取得利益 ≥ 50 50 万元 10 10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为受援人挽回经济损失或取得利益 ≥ 300 300 万元 10 10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率 ≥ 90 90 % 10 10 正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135001-重庆市长寿区司法局（本级） 预算项目：
50011522T000000094928-法律援助日常业务工作经费（一
般性）

职能职责与活动： 05-法律援助日常工作

主管部门： 135-重庆市长寿区司法局 项目经办人： 苑媛 项目总额： 88.30 万元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023-40233483 其中:   财政资金： 88.30 万元

年度目标： 加大对困难群众法律援助力度，应援尽援，应援优援。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万元

单位资金： 万元

社会投入资金： 万元

银行贷款： 万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历史参考值 指标值 本年指标值 度量单位 权重(%) 本年权重(%) 指标方向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办理认罪认罚案件 ≥ 250 250 件 20 2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受理未成年人援助案件 ≥ 50 50 座 20 2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法律援助案件合格率 ≥ 90 90 % 20 20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为老年人挽回经济损失或取得利益 ≥ 30 30 万元 20 20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接待群众咨询满意度 ≥ 90 90 % 10 10 正向指标



绩效目标表

单位信息： 135001-重庆市长寿区司法局（本级） 预算项目：
50011522T000000095001-律师公证管理日常业务工作经费
（一般性）

职能职责与活动： 09-律师公证管理

主管部门： 135-重庆市长寿区司法局 项目经办人： 周颖 项目总额： 10.00 万元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经办人电话： 023-40661091 其中:   财政资金： 10.00 万元

年度目标： 全面完成市局和区委、区政府年初制定的各项工作目标。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万元

单位资金： 万元

社会投入资金： 万元

银行贷款： 万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历史参考值 指标值 本年指标值 度量单位 权重(%) 本年权重(%) 指标方向性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党建覆盖率 ≥ 100 100 % 15 15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培训人次 ≥ 80 80 处 20 20 正向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网上审批率 ≥ 100 100 % 15 15 正向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组织公益服务 ≥ 1 1 次 20 20 正向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 95 95 % 20 20 正向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