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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

根据宪法规定,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履行职能

如下：

1.依照法律规定对有关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

2.对刑事案件进行审查，批准或者决定是否逮捕犯罪嫌疑人；

3.对刑事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提起公诉，对决定提起公

诉的案件支持公诉；

4.依照法律规定提起公益诉讼；

5.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6.对判决、裁定等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工作实行法律监督；

7.对监狱、看守所的执法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8.法律规定的其他职权。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2021 年以来，湛江市检察机关在市委和省检察院的坚强领

导下，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以及市政府、市政协的大

力支持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切实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有关要求，把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融入检察履职，扎实奋进，

锐意进取，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1.胸怀大局，以检察履职服务湛江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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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出台《湛江市检察机关贯彻落实<关于支持湛江加快建

设省域副中心城市打造现代化沿海经济带重要发展极的意见>实

施方案》，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1）坚决维护国家政治

安全和社会安定。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

势力渗透颠覆分裂破坏活动，积极开展“平安创建”集中打击清

源百日行动，着力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湛江、法治湛江建设。2021

年，全市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 4583 人、提起公

诉 6779 人。（2）当好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老娘舅”。

扎实开展“营商环境整治提升年”专项活动，制定出台《关于充

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营商环境整治提升年”专项监督活动实施

方案》，切实保障海南自贸港旅客离岛免税政策的正确实施。依

法打击侵犯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刑事犯罪，助力营造法治化营商环

境。认真开展涉民营企业刑事诉讼“挂案”专项清理工作。批捕

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 270 人，起诉 439 人。（3）当好乡村振

兴“助力者”。出台《关于充分履行检察职能保障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的意见》，助推农业农村振兴发展。开展公益诉讼服务乡村

振兴专项监督行动，大力打造市检察院对口帮扶的廉江市高桥镇

平山岗村党建新品牌，助力平山岗村荣获“广东贫困村创建名村”

“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称号，市检察院驻该村扶贫工作

队获评全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扶贫工作经验被《小康》杂志刊

载，被检察日报采访报道。（4）用心用情促进社会矛盾纠纷化

解。注重将办案职能向社会治理领域延伸，制发各类检察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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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0 份，延伸职能促进社会治理体系完善。全面落实“群众来

信件件有回复”工作，7 日内的有效回复率及 3 个月内办理过程

或结果答复率继续保持 100%。以公开听证形式引入第三方力量

参与化解社会矛盾，共举行公开听证案件 439 场，达到案结事了

人和的良好效果。抓实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工

作机制，市检察院与市司法局、市律协联签印发《关于建立湛江

市检律协作机制的意见》，推动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

2.服务全局，以检察监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1）刑事检察更加有力。刑事诉讼监督中多个办案指标

名列全省前茅，其中纠正侦查活动违法 268 件次，纠正审判活动

违法 13 件次，均位居全省第一。制定《湛江市行政执法与刑事

司法衔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2）民事行政检察更为精准。

受理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案件 828 件，办结 874 件。以贯彻落实民

法典为契机，深入推进虚假诉讼监督专项活动。立案审查 28 件，

发出再审检察建议 27 件。积极推进民事检察支持起诉工作，与

市消费者委员会签署《关于加强消费领域民事检察支持起诉协作

的意见》，规范工作流程，细化衔接机制。（3）公益诉讼检察继

续站稳全省前列。全市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数

排名全省第一，经验被最高检推广。聚焦重点领域。把生态环境

领域作为重点，继续做细做实“河湖长+检察长”工作机制。突

出重点案件。集中力量办理一批党委、人大、政府高度关注、当

地群众反映强烈、有社会影响力的案件。（4）未成年人检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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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牌。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犯罪，联合多部门创

新开展多元结对帮扶救助未成年被害人的“检爱护苗工程”，打

造未成年人帮扶救助“湛江模式”，创新普法形式，开展“三法

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普法宣传活动，有效预防和减少全市

涉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3.开拓新局，以检察建设提升依法履职能力

（1）持之以恒抓好党建引领。高标准高质量抓好党史学习

教育，邀请省委党校教授讲授《习近平法治思想》《延安整风与

党的作风建设》专题讲座，邀请湛江市党史办领导讲党史，市检

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和林为全体干警上专题党课，举办“百

年党史中的青年担当”演讲比赛，组织青年干警开展关爱老党员

“金晖行动”，邀请退休老干部结合检察史讲授党史学习教育专

题党课等，教育引导检察干警筑牢政治忠诚。（2）动真碰硬推

进教育整顿。扎实开展检察队伍教育整顿，全市检察机关共开

展学习教育 14566 人次，举办“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429

场次，开展谈心谈话 2174 场次，市检察院谈心谈话工作经验受

到省委领导充分肯定，经验做法被省教育整顿办推广、被最高检

《检察队伍建设》杂志刊登，谈心谈话的方式和内容被写入《全

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谈心谈话工作方案》。（3）深化公开自觉接

受监督。主动向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检察工作，向市政协通

报工作。全市两级检察院共走访或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

检察开放日、公开听证等活动 927 人次，虚心听取意见、批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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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自觉接受监督。（4）持续发力提升素质能力。大力加强

专题培训和业务竞赛，落实全市检察机关青年检察官助理培养成

长工作机制。加大典型案例培育，制定出台《湛江市检察机关典

型案例培育、应用工作办法（试行）》，建立全市检察机关典型案

例储备库，组织评选“湛江检察十大典型案（事）例”“湛江市

检察机关十大优秀检察建议”，进一步发挥检察典型案例对司法

办案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讲政治、

带队伍、抓业务有机统一，深入贯彻中央、省、市会议部署和要

求，提高政治站位，主动履行职责，聚焦全市检察中心任务，不

断提升党建、队建、业务建设相互促进、相互提升实效，主动履

职担当，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全

力做好新冠肺炎防控工作，及时精准把握全市检察工作保障需求，

做实做细做好经费保障、资产物资配置、政府采购、行车安全保

障等各项工作。坚持突出重点、压缩一般，综合平衡、统筹兼顾，

坚决保障党组重大决策部署、检察办案履职等重点工作的经费和

物质需求，为推动湛江检察事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经费和物资保

障，助力湛江检察事业迈入全省第一方阵。

（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以决算数为统计口径）

根据 2021 年度部门决算报告，2021 年广东省湛江市人民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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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院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良好。2021 年度总收入 7634.45 万元，

其中本年收入 7218.05 万元。2021 年度总支出 7634.45 万元，

其中本年支出 6981.65 万元。累计结余资金 430.21 万元，结转

结余率为 6.16%。全年部门预算资金执行率 88.2%。

表 1-1 部门整体收入基本情况

项目
年初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决算数

（万元） （万元） （万元）

一、财政拨款收入 5667.3 5673 5673

二、上级补助收入 0 0

三、事业收入 0 0

四、其他收入 0 0

本年收入合计 5667.3 7218.05 7218.05

一、年初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 416.4 416.4

总计 5667.3 7634.45 7634.45

表 1-2 部门整体支出基本情况表

项目(按支出性质）
年初预算数 调整预算数 决算数

（万元） （万元） （万元）

一、基本支出 4406 5347.10 5347.10

人员经费 3716 4643.10 4643.10

日常公用经费 690 704 704

二、项目支出 1261.3 1634.55 1634.55

基本建设类项目 0 0

行政事业类项目

本年支出合计 5667.3 6981.65 6981.65

一、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 652.8 652.8

总计 7634.45 7634.45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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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湛江市人民检察院 2021 年省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

只包括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不涉及专项资金绩效自评。部门

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包括部门预算基本支出、项目支出、其他事业

发展支出的省本级列支内容。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指标体

系，分为履职效能和管理效率两个维度。经过自评，广东省湛江

市人民检察院履职效能方面得分 46.5 分，该指标为 50 分，得分

率 93%。管理效率方面得分 42.67 分，该指标为 50 分，得分率

85.34%。总得分 89.17 分。

（二）履职效能分析

1、服务湛江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渗透颠覆分

裂破坏活动，积极开展“平安创建”集中打击清源百日行动，着

力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湛江、法治湛江建设。2021 年，全市检

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 4583 人、提起公诉 6779 人。

其中批捕故意杀人、爆炸、放火、强奸等严重暴力犯罪 213 人，

起诉 211 人；批捕“两抢一盗”犯罪 706 人，起诉 950 人；批捕

毒品犯罪 654 人，起诉 744 人。纵深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批捕

涉黑恶犯罪 32 件 161 人，起诉 24 件 117 人，批捕、起诉件数分

别位居全省第一、第三。2021 年批捕各类刑事犯罪 4509 人，起

诉各类刑事犯罪 6799 人。对刑事犯罪 4864 件 6671 人依法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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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从宽程序，提起刑事抗诉 50 件，刑事“案-件比”为

1:1.29。成功办理徐闻张某坤“气霸”案，主动提前介入重大涉

黑案，引导侦查机关查处黑财 8亿余元，彻底铲除黑恶势力经济

根基。宁智强等人涉黑案、柯世康等人涉黑案获评全省检察机关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典型案例。

2、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批捕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 270 人，起诉 439 人，市检察院依

法起诉通过“水客”从海南自贸港套代购免税商品走私犯罪 9 件

24 人，切实保障海南自贸港旅客离岛免税政策的正确实施。依

法打击侵犯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刑事犯罪。批捕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34 人，起诉 47 人，发布 5个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助力营造

法治化营商环境。认真开展涉民营企业刑事诉讼“挂案”专项清

理工作，共排查出“挂案”27 件，已清理完成 21 件。严厉打击

洗钱犯罪，起诉洗钱罪 12 件 12 人。

3、助力乡村振兴

开展公益诉讼服务乡村振兴专项监督行动，全市共受理线索

521 条，立案 447 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407 件。湛江市人民检

察院收集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1294 件，立案 1140 件，发出检察建

议和发布公告等诉前程序案件 1082 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 11 件。2021 年起诉破坏环境资源犯罪 201 人。廉江市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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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办理的督促整治灌溉渠污染行政公益诉讼案入选最高检公益

诉讼检察服务乡村振兴助力脱贫攻坚典型案例。大力打造市检察

院对口帮扶的廉江市高桥镇平山岗村党建新品牌，牵头建设红色

南路平山岗教育基地，助力平山岗村荣获“广东贫困村创建名村”

“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称号，市检察院驻该村扶贫工作

队获评全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扶贫工作经验被《小康》杂志刊

载，被检察日报采访报道。

4、促进社会矛盾纠纷化解

制发各类检察建议 1470 份，延伸职能促进社会治理体系完

善。全面落实“群众来信件件有回复”工作，7 日内的有效回复

率及 3 个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率继续保持 100%。以公开听

证形式引入第三方力量参与化解社会矛盾，共举行公开听证案件

439 场，达到案结事了人和的良好效果。依托 12309 检察服务中

心与镇（街）综治联动工作机制，大力推行“在群众家门口举行

公开听证”活动，实现“把小矛盾小问题解决在基层”。2021 年

依法起诉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犯罪 447 人。司法救助亮点突出，救

助 127 件 535 人，发放救助金 466.5 万元，司法救助件数、人数

均排名全省第一，办理的钟某某等人司法救助系列案被省检察院

评为司法救助精品案件，市检察院被评为全省司法救助工作表现

突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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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效率分析

1、预算编制。

（1）新增项目事前绩效评估。

该项指标反映部门对申请新增预算的入库项目开展事前绩

效评估工作的落实情况。

广东省湛江市人民检察院 2021 年度新增预算入库项目已开

展事前专家评估。根据评分规则，本指标分值 2分，得 2分，得

分率为 100%。

2、预算执行。

（1）预算编制约束性。

该项指标反映部门预算的调剂情况、年中追加资金情况。

湛江市人民检察院在预算编制、分配符合部门职责和需求，

根据年度工作目标和重点在不同项目间进行预算分配，大部分项

目的预算分配基本合理，保障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年中能够根

据实际资金使用进度进行调剂，没有造成资金使用的滞留，保障

了年度支出进度，未出现因年中调剂导致部门预决算差异过大的

问题。功能分类和经济分类编制准确，项目未频繁调剂。本年预

算调剂160万元，年中追加数217万元，预算调剂发生率=0.0276，

年中追加资金占比率=0.0383，本指标综合得分=（1-预算调剂发

生率）×分值×60%+（1-年中追加资金占比率）×分值×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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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省财政厅提供的数据和评分规则，本指标分值 4 分，得 3.87

分，得分率为 96.8%。

（2）财务管理合规性。

该项指标反映部门（单位）财务管理的规范性。

湛江市人民检察院 2021 年严格遵守《湛江市人民检察院预

算管理规定（试行）》《湛江市人民检察院公务用车管理规定（试

行）》《湛江市人民检察院固定资产管理规定（试行）》等各项财

务管理规定，通过各项制度的推行使用，加强了我院财务管理工

作，对全面规范经费支出和采购行为，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在

编报年度预算时，使我院预算申报工作更规范、数据更合理。除

此以外，我院根据上级的部署和要求，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严控“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未

发生扣分情况。根据评分规则，本指标分值 3分，得 3分，得分

率为 100%。

3、信息公开。

（1）预决算公开合规性。

该项指标反映部门（单位）预算决算公开执行的到位情况。

湛江市人民检察院 2021 年部门预算已公开，部门决算待省财厅

批复通知下达后在规定的时间内按要求公开。预决算符合公开要

求。具体包括：一是能在门户网站公开，并永久保留。二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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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模板公开，符合预算公开有关要求。三是公开内容完整。四是

预决算公开的内容均已细化，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按功能分

类公开到项级科目、按经济分类公开到款级科目，“三公”经费

支出及“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按规定的细化程度公开，且能

说明增减变化原因。五是预决算公开及时。湛江市人民检察院于

2021 年 2 月 18 日在部门门户网站上公开预算信息，在预算批复

后 20 天内公开，符合《预算法》等文件的有关要求。部门决算

待省财厅批复通知下达后在规定的时间内按要求公开。根据省财

政厅提供的数据和评分规则，该指标 2 分，得 2 分，得分率为

100%。

（2）绩效信息公开情况。

该项指标反映部门（单位）绩效信息公开执行到位情况。

湛江市人民检察院部门绩效目标和绩效自评资料体现在部

门决算报告中，将随着部门决算的公开而公开。部门整体支出绩

效自评目前正在做，待完成后在部门门户网站公开。根据省财政

厅提供的数据和评分规则，该指标 1 分，得 1 分，得分率为 100%。

4、绩效管理。

（1）绩效管理制度建设。

该项指标反映部门对机关和下属单位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

行监控、绩效评价管理和评估结果应用等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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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情况。

湛江市人民检察院制定的《湛江市人民检察院预算管理规定》

制度中，包含了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管理和

评估结果应用等预算绩效管理内容。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 5分，

得 5 分，得分率为 100%。

（2）绩效管理制度执行。

该项指标反映部门和下属单位在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

控、绩效评价管理和评估结果运用等方面的执行情况。

湛江市人民检察院根据省财政厅的要求，完成整体预算绩效

目标评价和报告编报。2021 年未根据部门自评复核等级情况进

行评分。未有部门对重点评价意见的整改情况。以上 3 项得分按

分别占 40%、40%和 20%权重，计算出本指标的综合得分。本指标

分值 4，得分为 10x0.4x0.5+10x0.4x0+10x0.2=4。根据省财政厅

提供的数据和评分规则，该指标 10 分，得 4 分，得分率为 40%。

5、采购管理。

（1）采购意向公开合规性。

该项指标反映采购意向公开情况。

湛江市人民检察院严格遵循政府采购相关规定，纳入部门预

算的，属于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目录的，有意向公开要求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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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率 100%。所有采购合同都及时在广东省政府采购网上进行

公开。根据省财政厅提供的数据和评分规则，该指标 2 分，得 2

分，得分率为 100%。

（2）采购内控制度建设

反映部门政府采购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建设情况。

湛江市人民检察院按照相关规定，制定针对政府采购内部控

制管理的制度《湛江市人民检察院采购管理规定（试行）》。根据

省财政厅提供的数据和评分规则，该指标 1 分，得 1 分，得分率

为 100%。

（3）采购活动合规性

该项指标反映部门政府采购活动合法合规性情况。

湛江市人民检察院 2021 年政府采购活动未发生采购投诉

情况。根据省财政厅提供的数据和评分规则，该指标 2 分，得 2

分，得分率为 100%。

（4）采购合同签订时效性

该项指标反映政府采购合同签订及时性情况。

湛江市人民检察院 2021 年政府采购项目均与成交供应商

在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

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合同签订及时率 100%。根据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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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数据和评分规则，该指标 3 分，得 3 分，得分率为 100%。

（5）合同备案时效性

该项指标反映采购合同备案及时性情况。

湛江市人民检察院 2021 年政府采购项目均自合同签订之

日起 2 个工作日内在“广东省政府采购网” 备案公开。根据省

财政厅提供的数据和评分规则，该指标 1 分，得 1 分，得分率为

100%。

（6）采购政策效能。

该项指标反映部门采购政策执行的效能情况。

湛江市人民检察院在政府采购执行过程中，能够按照《政

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要求为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

额。2021 年度中小企业实际采购金额 701.87 万，预算编制预留

中小企业采购金额 567 万。根据省财政厅提供的数据和评分规则，

该指标 1 分，得 1 分，得分率为 100%。

6、资产管理。

（1）资产配置合规性。

该项指标反映单位办公室面积和办公设备配置是否超过规

定标准。

湛江市人民检察院的办公室面积和办公设备配置严格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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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标准执行，不存在超标准超规格的情况。根据评分规则，该

指标 2 分，得 2 分，得分率为 100%。

（2）资产收益上缴的及时性。

该项指标反映单位资产处置和使用收益上缴的及时性。

湛江市人民检察院的资产按规定流程审批处置，资产处置收益及

时上缴财政。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 1 分，得 1 分，得分率为

100%。

（3）资产盘点情况。

该项指标反映单位是否每年按要求进行资产盘点。

湛江市人民检察院按规定组织开展国有资产盘点工作，并

完成结果处理。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 1分，得 1分，得分率为

100%。

（4）数据质量。

该项指标反映部门（单位）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年报数据

质量。

湛江市人民检察院 2021 年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年报资

产数据完整、准确，做到资产账与财务账、资产实体相符。根据

评分规则，该指标 2 分，得 2 分，得分率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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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资产管理合规性。

该项指标反映部门（单位）资产管理是否合规。

湛江市人民检察院根据《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

和《湛江市人民检察院固定资产管理办法（试行）》，严格执行出

租、出借、处置国有资产的相关规定，按规范处理。在资产申报、

资产使用权转移，资产报废处置等流程都严格把控。在各类巡视、

审计、监督检查工作中均未发现资产管理存在问题。根据评分规

则，该指标 2 分，得 2 分，得分率为 100%。

（6）固定资产利用率。

该项指标反映部门（单位）固定资产的使用情况。

湛江市人民检察院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数与所有固定资产

总数的比例为 100%。根据省财政厅提供的数据和评分规则，该

指标 2 分，得 2 分，得分率为 100%。

7、运行成本。

（1）经济成本控制情况。

该项指标反映部门经济支出分类核算情况，包括对运转成本

的控制努力程度和效果、核算精准度和合理性等。

湛江市人民检察院在 2021 年度预算执行过程中，严格执行

“过紧日子”的要求，经过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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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耗支出 35.41 元/平方米，在省直单位中排名约中等。

物业管理费 106.36 元/平方米，在省直单位中排名约中等。

人均行政支出 12906.86 元/人，在省直单位中排名约中等。

人均业务活动支出 4436.53 元/人，在省直单位中排名约中

等。

人均外勤支出 13737.19 元/人，在省直单位中排名约中等。

人均公用经费支出 50386.46 元/人，在省直单位中排名约中

等。

根据部门经济成本分析自评表和评分规则，该指标 2分，得

1.8 分，得分率为 90%。

（2）“三公”经费控制情况。

该指标反映部门（单位）对“三公”经费的控制效果。“三

公”经费实际支出数≤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数，符合要求的

得满分，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

湛江市人民检察院 2021 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

算为 52.59 万元，预算 47 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决算为 0 万元，预算 2 万元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

为 51.54 万元，预算 33 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决算为

0 万元，预算 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支出决算为 51.54 万元，

预算 33 万元）；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 1.05 万元，预算 12 万元。

“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大于预算安排数，主要为公务用车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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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运行费支出。根据评分规则，该指标 1 分，得 0 分。

（四）就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措施

1、加强绩效目标评价体系建设。

完善构建绩效目标体系，设置合理客观、可实施性强的绩

效管理目标，让各内设机构参与支出绩效目标评估工作，让绩效

评估结果能够体现项目上实施的效能，使绩效目标的实现更具有

可行性。

2、加强预算资金管理，提高部门预算执行管理的规范

性。

一是在预算编制时，强化预算计划合理性，对业务部门提交

的预算计划数额的必要性和准确性进行审核和规划，避免造成预

算和实际支出情况不符的情况。二是及时把控支出进度。根据预

算进度调整预算支出计划，将本年度无法开展的，不能及时支出

的资金进行调整，避免造成预算资金的浪费。三是加强内部职能

部门的协调，加快项目实施的效率，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

3、加强内控管理制度建设。

健全相关内控管理工作规定，强化事前、事中、事后监控。

做到分责分岗，互相监督，权力制约，明确常态化工作流程及过

程材料，强化信息审核及复核，促使各责任部门发现问题及时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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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确保各系统、各报表间相同信息数据保持一致性。

三、其他自评情况

本年度无其他自评情况。

四、上年度绩效自评整改情况

上年度暂无绩效自评整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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