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环函[2016]104 号 

 

怀化市环境保护局 

关于开展 2016 年全市环境执法大练兵的通

知 
 

各县市区环境保护局、局机关各科室、各直属单位： 

   为推进环境执法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环境执法水平，

省环保厅办公室印发了《关于开展 2016年全省环境执法大

练兵的通知》（湘环办函[2016]137 号），决定于 2016 年 9 月

至 11 月在全省开展环境执法大练兵活动，并评选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为做好我市环境执法大练兵活动，赛出水平，

赛出成绩，并推选好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候选对象参加省厅

评比，我局制定了《2016年怀化市环境执法大练兵实施方案》

（见附件），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做好相关工作。 

联系人：环境监察支队：黄玉华 

        法 制 科 ：贾  华 

    联系电话（传真）：2230035，2714643 

    电子邮箱：hhjc2713819@163.com 

     

 

怀化市环境保护局     

2016 年 9月 2 日  

 

怀化市环境保护局办公室       2016 年 9月 2 日印发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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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怀化市环境执法大练兵实施方案 

     

根据省环保厅《关于开展 2016年全省环境执法大练兵

的通知》，将于 2016 年 9月至 11月在全省开展环境执法大

练兵活动（以下简称大练兵活动）。为切实做好我市大练兵

活动，赛出水平，赛出成绩，并推选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候

选对象参加省厅评比，特制定本方案。 

一、活动目的 

（一）推进全市环境执法队伍建设，磨练执法队伍，切

实提高整个执法队伍规范执法的意识和能力。 

（二）树立先进榜样，振奋队伍精神，提升凝聚力，提

高士气，调动队伍加强环境执法的积极性。 

（三）营造“比学赶超”的工作氛围，调动全市环境执

法人员学习法律法规和研究执法技能的主动性。 

（四）树立全市环境执法队伍新形象，提高社会和公众

对环境执法工作的了解和支持程度。 

二、组织机构 

为保证此次活动顺利实施，取得预期成效，成立大练兵

活动领导小组。 

组  长：黄瑜 

副组长：潘杰、李辉连、罗永红、罗良军、朱永林、明

传德、王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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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员：邹华笑、侯欣、刘宏强、杨胜、刘挺、侯迁汉、

马仁明、王丹、熊群峰、张敏、曾翔舟。 

市环境监察支队负责此次全市大练兵活动的组织调度、

督导检查和指导协调县局等日常工作；市局法制科负责对市

局行政处罚案件进行审查，并与监察支队共同组织对县市区

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评比；市局监察室负责牵头组织对活动开

展情况进行专项督查，对推荐上报省厅参加先进个人评选的

候选人的廉洁执法情况进行公示及调查核实，并出具相关证

明。其他业务执法科室积极参与，市监测站要积极配合此次

大练兵活动，并提供 2016年各县市区环境质量变化依据。 

二、活动内容 

全面动员我市各级环境执法人员，集中 3个月时间，结

合日常污染源检查、违规建设项目清理和危险废物等专项执

法工作，规范开展排污单位现场监督检查、环境违法案件处

理处罚、案件移交移送和环境监察稽查等各项执法工作。 

一是严格依法依规开展各项环境执法工作，通过完善工

作制度和执法监督机制，不断推进执法规范化； 

二是加大对环境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严厉打击各类环

境违法行为； 

三是牢固树立执法为民、文明执法的理念，维护群众环

境权益和执法对象的合法权益； 

四是注重提升执法人员工作能力，培养执法人员熟练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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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现场监察执法要点、熟悉环境执法程序和各类文书制作、

规范运用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提高执法水平和工作效率，做

到依法、严格规范执法。 

三、奖励办法 

本次大比武活动坚持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以精

神奖励为主的原则，对大练兵活动效果好、成绩优秀的单位

进行表彰奖励。奖励设置如下： 

1、市环境监察支队、市局鹤城区分局和经开区分局，及

其他业务执法科室，按评比成绩由高到低评选出先进集体 1个。  

2、各县市区环保局，按评比成绩由高到低，评选出 1

个先进集体，3个优胜集体，先进集体获得的单位由我局向

省环保厅推荐，参加全省环境执法大练兵县级先进集体评选。 

3、市环境监察支队和市局鹤城区分局分别推荐 3人，

经开区分局推荐 2 人，其他业务执法科室各推选 1 人作为执

法先进个人候选人，按评比成绩由高到低，评选出执法先进

个人 4人，其中排名前 2 位的先进个人由我局向省环保厅推

荐，作为市级候选人参加全省环境执法大练兵先进个人评选。 

4、各县市区环保局各推荐 2人作为执法先进个人候选

人，按评比成绩由高到低，评选出执法先进个人 12 人，其

中排名前 2名的先进个人由我局向省环保厅推荐，作为县级

候选人参加全省环境执法大练兵先进个人评选。 

5、本次活动还将评选 4位法制工作先进个人，其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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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推荐 1 人，各县市区环保局各推荐 1人作为法制工作先进

个人候选人，由市局综合审核评选，并报 1人作为省环境执

法大练兵法制先进个人。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评选按照评选细则开展。 

四、时间安排 

（一）动员部署阶段（9 月 5 日前）。各县市区要结合实

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全面完成动员部署工作。动员部

署情况和联络员名单于 2016 年 9月 5 日前，实施方案于 9

月 10 日前报送我局，我局将汇总后上报省环保厅。 

（二）活动实施阶段（9 月 6 日—11 月 24 日）。市局每

月 10 日和 25日（休息日顺延）对大练兵活动开展情况进行

调度，对活动开展滞后的县市区由市局监察室牵头开展专项

督查。各县市区在每月市局调度前将办理的案件数量、典型

案例、取得的成效、好的做法和存在的问题等相关信息材料

以电子邮箱等方式及时报送我局。我局将选取部分优秀稿件

信息，向省、国家“环境执法大练兵”专栏投稿。 

（三）自评推选阶段（11 月 25-30 日）。各县市区环保

局对大练兵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自评，推选出先进个人候选名

单。11 月 28日前将活动自评报告、先进个人候选名单及其

廉洁执法的相关证明及上报的信息报送我局。我局将于 2016

年 12 月 30日前向社会公布先进个人候选单，并公布举报电

话，接受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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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表彰阶段（2016 年 12 月）。我局组织相关专

家对各县市区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初评，评选出怀化市环境执

法大练兵先进集体、执法工作先进个人和法制工作先进个

人，同时确定向省厅推荐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候选名单。待

省厅总结表扬工作完成后，我局将对环境执法大练兵先进集

体、先进个人进行表彰。 

四、活动要求  

（一）高度重视，全面部署动员。一是要高度重视，统

一思想。开展大练兵，是磨练执法队伍、提高依法规范执法

的意识和能力、振奋队伍精神、提高队伍凝聚力的重要举措。

全市所有在岗环境执法人员要全员参与，要结合实际情况制

定工作方案，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开展。二是要加强部门协作。

环境监察、行政许可、固废管理、自然生态、环境信访等部

门要积极寻找案源，依法严厉查处；法制、宣教部门要加强

法律和宣传报道的业务指导和支持；监测部门要加强在监督

性监测、执法监测的配合，各部门要全力支持此次大练兵工

作。三是要深入动员部署。要充分调动全体环境执法人员学

习基础知识、研究执法技能、提高个人素质和执法能力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 

（二）科学练兵，提高执法能力。各县市区环保局要将

大练兵充分融合到污染源日常监管、专项执法检查、群众举

报或媒体反映环境违法案件查处等工作中，通过依法、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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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执法，实现练兵目标。做到在日常执法中练兵，依据

练兵实效进行评比，在总结评比中提高执法能力。各地不得

将大练兵活动办成“运动式”执法、突击执法，严禁以大练

兵为由，违法对企业实施处罚。 

各县市区环境执法人员要积极主动参与大练兵活动中

来，要结合日常工作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做到依法履职，违

法必究，有案必查。在活动开展期间，各个县市区办理的案

件数不得少于 3起行政案件，对存在环境违法行为且不组织

查处或查处不力的县市区，我局将组织专项督查和执法，同

时将启动监察追责程序。本次大练兵的结果也将作为年底我

局对各县市区重点工作目标考核的重要依据。 

（三）加强宣传，鼓励公众参与。各地在活动期间要定

期上报大练兵活动开展的相关信息，每月不得少于 2 篇，上

报信息数量和质量将作为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的参考。

各地还要组织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做好大练

兵的宣传报道，鼓励公众和媒体参与到大练兵活动中来，积

极举报或反映损害群众健康的环境违法案件。加大典型案件

曝光力度，进行深度报道，形成声势。我局将邀请相关专家、

媒体和公众共同参与评价各地大练兵活动成果；各县市区要

组织积极投稿，实时宣传当地活动进展和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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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市环境执法大练兵先进集体评选细则 

 

各环境监察执法机构提交案件数不得少于 3件，先进集

体评审分为 2项积分指标，分别为“环境执法案卷质量”指

标，“查处违法案件数量”指标；另设县级“环境质量变化”

指标为一票否决指标。 

一、“环境执法案卷质量”指标 

（一）考核目的 

规范环境保护日常监督执法、行政处罚、环境监察稽查

以及部门间移交移送等行为，提高环境执法工作的质量和水

平，推进依法行政。 

（二）指标解释和分值 

评价各地在行政处罚、案件移交移送、申请法院强制执

行、环境监察稽查等环境执法活动中形成的相关案卷的质量。 

各环境执法机构应提交 2016年 9-11月期间形成的 7份

执法案卷（指该期间印发处罚决定书、责令改正通知书、移

交移送书、稽查意见书等法律文书）。 

（1）3 份行政处罚案卷； 

（2）1 份按日计罚案卷； 

（3）1 份移送公安机关行政拘留材料； 

（4）1 份涉嫌环境污染犯罪移送公安机关材料； 

（5）1 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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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环境监察支队另需提交 2份发现问题的污染源现场监

督检查稽查案卷（此项不参与记分，选送 1份案卷上报省厅）。 

（三）计分方法 

我局组织相关法律专家，对案卷内容、文书及执法程序

等的规范性，参照《环境行政处罚案卷评查指南》进行评审。

根据提供的行政区域内所有案卷（7份）得分的平均值计算。

未提供的，该案卷按零分计；2016 年 9-11 月，存在因行政

复议纠正行政处罚或案卷造假单位，该项指标按零分计。 

（四）数据来源 

各单位自行组织筛选优秀案卷，按要求提交相关材料。

提供的 7 份案卷，共同作为对本单位的评审材料。 

二、“查处违法案件数量”指标 

（一）考核目的 

鼓励各县市区以查处环境违法案件作为加强环境执法

工作的主要手段，加大案件查处力度，严格依法处理处罚，

做到应处尽处、应罚尽罚，形成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的强大阵势。 

（二）指标解释和分值 

评价 2016 年 9-11 月，各县市区环保部门查处各类环境

违法案件数量，罚款金额，查封扣押、停产限产、按日连续

处罚、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或适用行政拘留送移公安机关等重

大案件办理数量。该指标包括 3项分指标，分别为“案件数

量”分指标，“罚款金额”分指标，“重大案件数量”分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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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合理确定各县市区查处案件应达到的平均水平，以

2016 年各县市区市级重点监控企业数占全市重点监控企业

总数的比例为各县市区单位的基准比例（市级重点监控企业

仅包括废水、废气市级重点监控企业），按基准比例和全市

总数计算各县市区相关分指标的基准值，作为该县应达到的

全市平均水平。 

（三）计分方法 

县级单位和基准比例分别根据行政区域内重点企业占

全市重点企业的比例计算。 

县级单位的基准比例=行政区域内重点监控企业数量/

全市重点监控企业数量×100%。 

1、“查处案件数量”分指标 

县级单位的基准值分别根据全市查处案件总数和该单

位的基准比例计算： 

各单位基准值=全市查处案件总数×各单位基准比例 

2016年 9-11 月，查处的环境违法案件数超过基准值 50%

时，得满分，查处案件数低于基准值 50%时，得 0 分。 

2、“罚款金额”分指标 

县级单位的基准值分别根据全市罚款总金额和该单位

的基准比例计算。 

各单位基准值=全市罚款总金额×各单位基准比例 

2016 年 9-11 月，另一半款金额超过基准值 50%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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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分，罚款金额低于基准值 50%时，得 0 分。 

3、“重大案件数量”分指标 

该指标所指“重大案件”包括：查封扣押案件、限产停

产案件、按日连续处罚案件、涉嫌环境污染犯罪移送公安机

关案件、适用行政拘留移送公安机关案件 5种。各市级、县

级单位的基准值分别根据全市重大案件和该单位的基准比

例计算。 

各单位基准值=全市重大案件总数×各单位基准比例 

2016 年 9-11月，查处重大案件数量超过基准值 50%时，

得满分，重大案件数量低于基准值 50%，得 0分。 

（四）数据来源 

采用《环境行政处罚案件信息系统》相关填报数据，各

县市区环保部门应提供处罚决定书、案件移送书等文书的扫

描件作为证据材料。 

三、“环境质量变化”指标 

（一）考核目的 

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将空气和地表水环境质量改善

作为检验环境执法效果的标准。 

（二）指标解释 

以空气和地表水污染物不降反升作为评选优秀集体的

“一票否决”指标。本指标分为“环境空气质量”分指标和

“地表水环境质量”分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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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质量”分指标主要考核各县市区 2016 年可

吸入颗粒物（PM10）和细颗粒物（PM2.5）浓度与 2015 年相

比变化情况。 

“地表水环境质量”分指标主要考核 2016 年行政区域

内主要水体水质类别与 2015 年相比变化情况。 

（三）评价方法 

1、“环境空气质量”分指标 

各市州主要污染物 2016 年平均浓度与 2015 年相比，

PM10 或 PM2.5 存在浓度升高情形的，直接移出先进集体候选

名单。 

2、“地表水环境质量”分指标 

各县市国控断面 2016年水质与 2015 年相比，有 1个以

上断面非外来污染源影响的原因发生水质类别下降情况的，

直接移出先进集体候选名单。 

（四）数据来源 

“环境空气质量”指标采用覆盖 13 个县市区环境空气

监测网的数据。 

“地表水环境质量”指标采用全市地表水环境监测网

中，市级重点监控断面中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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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市环境执法大练兵先进个人评选细则 

 

环境执法大练兵先进个人候选名单由各环境执法单位

推荐产生。执法先进个人由市局采用打分的方式组织进行评

审，根据分数排位确定先进个人名单；法制工作先进个人由

各县市区推选在本次执法大练兵中表现突出的法制工作者，

市局进行审核。本细则仅适用环境执法先进个人评选。 

一、基本条件 

各县市区推荐的先进个人候选人，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政法坚定、遵纪守法、作风优良、廉洁自律； 

（二）持有有效的省行政执法证或全国环境监察执法证； 

（三）认真学习并熟练掌握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

制度、标准等，有较强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案能力； 

（四）大练兵中起到环境执法骨干作用，出色完成工作

任务，办理大案要案成绩突出。 

二、组织评审指标和计分方法 

对各县市区推荐的先进个人候选人，我厅将进一步组织

评审。评审分 3项计分指标，分别为“查处违法案件数量”

指标，“查处违法案件质量”指标，“个人事迹”指标。另设

“廉洁执法”指本专业为一票否决指标。 

（一）“查处违法案件数量”指标 

1、指标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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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大练兵期间，候选人参与调查处理的案件数量（处

罚案件需在《环境行政处罚案件信息系统》中可查，各案件

需附候选人参与调查的证明材料和处理处罚决定书扫描件）。 

2、计分方法 

案件包括行政处罚、查封扣押案件、限产停产案件、按

日连续处罚案件、涉嫌环境污染犯罪移送公安机关案件、适

用行政拘留移送公安机关案件（按日连续处罚案件、涉嫌环

境污染犯罪移送公安机关案件，按 2 个案件加权计算；适用

行政拘留移送公安机关案件按 3 个案件加权计算）；同一案

件可重复计算，即同一案件既有行政处罚，又有移送公安机

关，可分别计算。 

按各候选人主持或参与办理案件数量进行排位（每主持

办理，按 2 个案件加权计算），办理案件加权数量最多者得

满分；其他候选人查处案件数量每低 1%，减 0.2分。 

（二）“查处违法案件质量”指标 

1、指标解释 

评价候选人参与调查处理的行政处罚案卷质量。该指标

包括“行政处罚案卷质量”和“案件调查情况”2 项分指标。 

2、计分方法 

各单位组织提交 1份候选人参与调查处理的行政处罚案

卷，并说明案件调查过程中候选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组织

专家对案卷内容、文书及执法程序等的规范性进行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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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事迹”指标 

1、指标解释 

评价候选个人综合素质、工作作风等。 

2、计分方法 

各且市区环保部门组织提交侯选个人事迹材料（3000 字

以内），相关事迹的发生时间可不限于大练兵期间。我局组

织对候选人及地区等信息进行匿位处理，成立评审小组对个

人事迹材料进行评审，按个人综合素质、工作能力、工作态

度和成效等进行评分。 

（四）“廉洁执法”指标 

1、指标解释 

以廉洁执法作为对环境执法人员的基本要求。对廉洁方

面存在问题的先进个人候选人，实行“一票否决”。 

2、评价方法 

（1）请候选人所在环保部门出具候选人廉洁执法的相

关证明。未附相关材料的，直接移出候选名单。 

（2）我局将于 2016 年 12 月底前向社会公布先进个人

候选名单，并公布举报电话。对收到的举报线索，及时转交

地方调查或直接由市局监察室调查。经查确实存在不廉洁行

为的候选人，直接移出候选名单并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