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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新吴区 2021年度司法局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单位）基本职能、主要职责

1.承担全面依法治区重大问题的政策研究；

2.负责区管委会（区政府）规范性文件或拟由区管委会（区

政府）批准的区级部门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工作；

3.承担统筹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责任；

4.承担统筹规划法治社会建设的责任；

5.指导、协调全区公共法律服务工作；

6.指导、管理全区社区矫正、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和解除

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后续照管工作；

7.协调、指导全区法治人才队伍建设相关工作；。

8.承担全区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选任工作；

9.管理和指导全区司法行政系统计划财务工作和装备工作，

负责本系统内部审计工作；

10.承办区党工委（区委）、区管委会（区政府）和上级交办

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单位）内设机构设置、编制情况及实有人数

情况

1.部门内设机构设置

根据部门职责分工，本部门内设机构包括办公室（计财装

备处）、政工处、依法治区工作处（法治宣传处）、法律事务处、



行政复议与应诉处、行政执法监督处、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

社区矫正管理处（社区矫正管理大队）。本部门下属单位包括：

无锡市新吴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

2.部门编制情况

根据三定方案，无锡市新吴区司法局行政编制 41 名。无锡

市新吴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事业编制 8 名。

3.部门实有人数情况

截至 2021 年底，无锡市新吴区司法局实有人数 41 人，无

锡市新吴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实有人数 7 人。

（三）部门（单位）整体支出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

2021 年，本部门（单位）整体支出年初预算 2521.22 万元，

年度执行中调增预算 32.96 万元(剔除因增人增资导致的预算调

整)，调整后预算数为 2554.18 万元，预算调整率为 1.29%，实

际支出 2517.95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8.58%。

其中，专项资金年初预算 373.5 万元，年度执行中，报经区

政府批准，调增预算 22.73 万元，调整后预算 396.23 万元，预

算调整率为 5.74%，当年实际支出 382.24 万元，预算执行率

96.47%。

二、工作完成情况

一是立足本职，以更实的举措保障中心大局。优化法治营

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梳理

事项清单，规范工作流程，制作格式文书，完善承诺机制。常

态化开展民营企业法治体检，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以及法律

服务需求，重点分析行业生产经营易发多发法律问题，高效、



高质量提出风险防范处置建议，帮助规避经营和防控风险，今

年以来开展法治体检企业 537 家，排查出企业法律风险漏洞 56

处，提出建设性法律意见 391条。提档企业法律服务中心建设，

优化法律服务举措，依托中心和 7 个园区法律服务联系点，派

驻律师定时定点坐班，受理企业法律需求，为企业运营、上市、

重组等提供全流程法律服务，今年以来中心共接待企业来访咨

询 121 次，电话咨询 323 次，“新吴企业法护航”小程序累计注

册企业 1079 家，线上咨询 2593 次，线上线下联动组织培训 56

场，瑞莱律师事务所参与“一带一路”埃塞尔比亚法律服务中心

工作。推进“产业链+法律服务”建设，设立物联网、电子新材料

产业链法律服务中心，打造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产

业链+法律服务”联盟，甄选 46 名各领域优秀律师组建人才库，

负责产业链法律服务的方案制定、产品研究、队伍建设、活动

开展等工作。针对小微（初创）企业，推出 11项企业全生命周

期法律服务项目和法律服务标准；围绕知识产权编制《新吴区

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和纠纷应对指南》、各类合同范本及维权操作

指引，依托律师事务所非诉分中心，办结知识产权类调解案件

71个。

二是笃行实干，以更深的认识推进法治建设。有序推进依

法治区工作，召开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法治新吴建设规划（2021-2025年）》《无锡高新区（新吴

区）法治社会建设实施方案（2021-2025年）》，推动法治新吴、

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实施法治惠民实事工程，

确定 19个重点项目重点推动实施。开展基层援法议事活动，报



送“援法议事”村（社区）64 个。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健全政府

依法决策机制，发布 2021 年度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推动落实全流程法定程序；完善区、街两级规范性文件、重大

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今年以来审核区政府、街道办事处重大

决策和行政文件、文书 63 份，重大招商项目协议 30 份，参与

处理房屋征收、信访复查等各类涉法事务 52 件。切实强化执法

监督，加强执法队伍管理，为 198 人新申办行政执法证；制定

年度执法监督计划，对全区27家执法部门开展执法检查全覆盖，

对 50 份案卷开展评审，查出问题 28 个，跟踪整改到位。试点

特邀行政执法监督员工作，在综保区选聘执法监督员 21 名；配

合开展街道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工作，制发《新吴区 6 个街道

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详细目录清单》，加强街道行政执法指导，

下发《无锡市镇街综合行政执法指导规范（试行）》，推动街道

规范化开展行政执法。扎实开展行政复议应诉，共收到复议申

请 50 件，结案 50件（含上期结转 7 件），办理行政应诉案件 30

件，审结 13件；落实复议监督职能，纠错 8 件，制发复议意见

书、建议书 10 件。推动行政复议委员会实体化运行，开展疑难

复杂案件研讨会 2 次，组织各部门业务培训 2 次，开展企业走

访 3 家，为企业答疑解惑，有效预防行政争议发生。

三是谋篇布局，以更高的标准开启普法新征程。纵深推动

“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落实，制印《2021 年新吴区普法依法治

理工作要点》《2021 年新吴区机关部门（单位）月度普法项目清

单》，推进“三单一书”工作机制，指导协调各部门、街道、村（社

区）开展覆盖广泛的疫情防控、“春风行动”“农民工学法周”等专



题宣传活动 200 余场次。大力开展重点人员学法，落实国家工

作人员学法制度，区委常委会和区政府常务会议开展集中学法

11次，组织领导干部任前法律知识考试 5 次 118 人，组织旁听

庭审 2 次 100 余人；抓好青少年学法，开展民法典、未成年人

身保护等专题法治讲座 15场次，8 场次；开展法治剧本杀、“我

与民法典”主题漫画创作、“青少年模拟法庭”等活动 13 场，在

寓教于乐中提高普法效果。开展民法典宣传，开展“美好生活·民

法典相伴 ”、“香梅法治说”线上直播等主题宣传 30场次，深入

社区、企业开展专题讲座 16 场次；在梅村街道二胡文化园、新

四军江抗东进纪念馆等地搭建民法典宣传平台，采用“宣讲员+

辅导员”双师模式，引导群众互动交流；将民法典纳入“互联网·无

人律所”法律知识储备库，升级语音交互功能，打造移动互联网

普法平台。全力推进法治文化建设，打造法治文化阵地，融合

当地文化特色建成宪法、青少年等规模化法治主题公园（广场）

32个，习近平法治思想主题广场、民法典主题广场正在筹划中；

推出“新吴小司说法律”“小新小吴说反诈”“轻松普法 100 秒”等

系列普法微视频 31 部，其中《民法典 解疑难》在省委政法委、

省法宣办、法学会、广电总台联合举办的《“剧”说民法典》普

法短视频征集活动中荣获三等奖。

四是回应期待，以更大的干劲提升服务质效。深化公共法

律服务体系建设，将“大数据+铁脚板+网格化”模式运用到公共

法律服务中，推动公共法律服务入网格，积极参与“服务零距离，

政法进社区”活动，今年以来组织司法行政干警、律师、法律服

务工作者等 589 人次参加，解答群众咨询 405 个。深化一村（社



区）一法律顾问制度有效落地实施，统一顾问协议，明确服务

标准，加强规范管理，今年以来全区法律顾问为村（社区）居

委决策提供法律意见 159 次，举办法治培训 48 场。推进“法律

明白人”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实施“法律明白人”挖掘培育工程，

遴选出 663 名“法律明白人”队伍，开展系统化、常态化培训 8

次提升业务能力，今年以来，“法律明白人”开展普法宣传 258

次，调解矛盾纠纷 463 件，收集法律意见 24 条。开展“法润民

生·拓展工程”法律援助活动，推进法律援助事项范围“负面清单”

落地，将安全生产、生态环境、食品药品、知识产权等领域事

项纳入援助范围，今年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1220 件，完成年度

目标任务 150%。积极开展“为民办实事”专项活动，组织 14 名

机关干警下沉基层，服务群众，开展“五走进、五必访”计 236

次，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约 143 人次；以政府购买法律服务方

式，委托律师每周两天在村（社区）“坐堂办公”，目前累计编

发法治宣传案例 5100 多个，提供现场法律咨询 1265 次，为群

众解决具体问题 205 个。

五是稳字当头，以更高的效率维护社会稳定。打造矛盾纠

纷多元化解平台，继承和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夯实基层基

础，开展司法所分类建设，对基础设施升级改造；依托区、街、

村（社区）三级调委会规范构建三级矛盾纠纷化解平台；建立

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 38 个，实施“堡垒+品牌调解室”工程，

建立 10个品牌调解室，构建“横到边、纵到底”的组织网络体系，

打造“一窗口受理、一站式服务、一体化运行，一揽子解决”的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提升纠纷化解效率，深化人民调解与



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对接机制，延伸服务网络，完善非诉中心、

对接调解室，优化调解队伍，择优新聘 20 名专职调解员；开展

“智慧调解”，依托“苏解纷”等线上平台，打造统一调度、集中管

控、上下联动的集成平台，今年以来各级调解组织调解矛盾纠

纷 7033 件。加大特殊人群管控力度，目前社区矫正对象 224名，

今年入矫 209 名，解矫 208 名，安置帮教对象 675 名，后续照

管对象 52 名。严格落实社矫对象日常教育监管，创新“红黄榜”

管理模式，对入红榜人员给予优先推荐就业等奖励，对入黄榜

人员调升管理等级，有效提升改造积极性；加强心理辅导，以

规范化评估、个性化矫治、小班化团辅、数字化场景应用四个

全覆盖模式提供“全程式”心理服务，引导特殊人群顺利融入社

会。提高特殊人群帮扶质效，联合劳动、民政和社会培训机构

等建立就业帮教基地 2 个，定期组织开展技能培训，依托爱心

企业帮助解决就业，累计开展专题招聘 5 次，提供就业指导服

务 20 次，提供就业指导服务 120 次，安置就业 79 人。

三、评价结果及主要绩效指标状况

经自我评价，新吴区司法局 2021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

评综合得分 104 分。详见《无锡市新吴区 2021 年度司法局部门

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表》。

四、主要问题

1.2021 年度综合考核满意度测评排名和去年相比有所退步，

有待改善的方面主要是：基层工作人员服务意识有待加强，办

事效率有待提高。

2.内控意识有待强化，对内控的执行缺乏积极性、主动性，



忽视内部控制制度与考核挂钩的监督机制，形成重考核、轻内

控的现象。

五、相关建议

1.提升基层工作人员服务意识，创新服务手段，提升服务成

效，破解服务难题。

2.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加大内控培训力度，强化内控意识，

建立内控制度与绩效考评挂钩机制，分离内审部门与执行机构，

提高权威性、完善独立性。

附表: 无锡市新吴区 2021 年度司法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

价指标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