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苏环法字〔2022〕1 号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1 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报告

苏州市建设法治政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按照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法治政府建设

的决策部署，我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贯彻落实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1 年苏州市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点

的通知》（苏府办〔2021〕100 号）《关于印发<2021 年度法治苏

州建设工作监测评价实施方案>的通知》（苏法治办〔2021〕7 号）

《关于开展生态环境领域法律实施效果评估工作的通知》等文件

精神，坚持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大力

推进依法全面履职,规范开展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工作，较好地完

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并取得了一些成绩。生态环境部对我市采用

非现场监管方式实现精准执法提效能典型案例提出表扬；荣获生

态环境部、最高检、公安部联合表扬的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

罪行为活动表现突出集体；荣获苏州市级机关行政执法人员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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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竞赛团体二等奖；获评苏州市市级机关普法责任制履职优秀

单位；获评全市“习近平法治思想”音频学习大赛优秀组织奖；

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荣获 2016-2020 年全国普法工作先

进单位；生态环保宣传教育基地获评苏州市第十批“法治文化建

设示范点”。现将我局 2021 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报告如下：

一、本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强化依法行政意识，完善工作机制

1.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将习

近平法治思想纳入 2021 年度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工作要点、局党

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基层党建重点任务指导性计划。组织参

加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征文、答题、音频学习大赛等活

动。年初制定党组中心组学法计划，年内共学习党内法规和业务

法规 5 次。制定领导干部学法清单，共 16 个领域 120 部法律法

规。开展领导干部任职前法律知识考查和依法行政能力测试，共

计 2 场 37 人次。严格执行“三个规定”，局领导班子以及各处室

单位负责人签订了苏州市党政领导干部不干预司法活动不插手

具体案件公开承诺书。

2.加强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统筹部署。将法治建设工作纳入局

年度工作计划，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

明确局主要负责人为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局主要负责人召集召

开局党组会专题研究部署法治建设工作，印发《2021 年苏州市

生态环境系统法治建设工作要点》（苏环党组字〔2021〕7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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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任务分解落实到各处室、单位。形成了“一把手亲自抓、分

管领导具体抓、各职能部门齐抓共管”的法治建设工作局面。

3.落实法治政府建设督察工作。将法治建设相关指标纳入局

2021 年度服务高质量发展考核事项，将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

人职责、依法履职情况列入领导干部年终述职述责述法内容。对

照《关于印发法治苏州建设督察工作清单的通知》要求，开展自

查整改的同时，对驻各地生态环境局同步督查落实。组织开展生

态环境领域法律实施效果评估工作，以评促建。

4.开展法治培训、提升素质技能。通过专题授课、集中轮训、

旁听庭审、专家带学、技能竞赛、在线学习等方式，以《民法典》

《行政处罚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等生态环境法律法规标准规范为重点开展专题学法培训，共计十

余场次千余人次。开办两批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队伍业务素质

能力提升专项培训班，封闭轮训；联合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市总

工会开展 2021 年度苏州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系统业务技能

竞赛；参加市级机关行政执法人员法律知识竞赛等，多措并举，

全面强化了人员法治意识。

(二)依法全面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能

1.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定期维护政务服务事项，所有

政务事项都在网上公开。全面实施证照分离改革，在危险废物综

合经营许可证核发、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资格审批、辐射

安全许可证核发等事项中精简许可条件和审批材料，减轻企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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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负担。所有审批事项均进驻市行政服务中心窗口，落实一窗受

理、一次告知，所有审批事项都按时办结，未出现超期办理情况。

同时，配合市交通局做好“汽车维修企业开业一件事”工作。

2.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制定《苏州市生态环境系统涉

企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和一般违法行为从轻减轻行政处

罚指导意见(第一次修订)》（苏环办字〔2021〕50 号）。2021 年

度，对涉企轻微违法行为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 97 件，涉及金

额 1672.1076 万元；对涉企一般违法行为作出从轻行政处罚决定

118 件，涉及额 1203.5609 万元。制定《“服务企业绿色发展促

进环境持续改善”实施方案(2021 年度)》，坚持依法依规严管与

有力有效服务相结合，主动服务企业绿色发展。制定《公平竞争

审查材料报送操作手册》，规范公平竞争审查内部程序。2021 年

共梳理增量文件 117 件，评估清理文件 807 件，其中涉及市场主

体经济活动文件 6 件，均按要求开展公平竞争审查。

3.严格生态环境监督管理。严格查处环境违法，加大环境执

法力度，促进企业自律守法。严格按照“双随机、一公开”实施

方案要求开展执法检查，按照重点排污单位、一般排污单位、特

殊监管对象等实施分级分类监管。2021 年，全市共开展双随机

执法检查 5430 家，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2164 件，处罚金额达

2.8 亿元，综合运用按日连续处罚、查封扣押、限产停产、移送

适用行政拘留案件等环保法配套办法查处案件 249 件，依法严厉

打击情节恶劣环境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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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依法常态化做好突发事件处置。组织全市执法队伍开展了

3 次应急专题培训、5 次专家现场带学和 5 次实战化拉练；印发

《关于开展较大以上环境风险企业环境风险防范情况专项执法

检查的通知》，组织开展专项执法检查；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值

班人员 24 小时在岗的应急值守制度，常态化开展应急值守情况

抽查和通报，共开展抽查检查 12 次，值班人员均在岗在位；严

格落实《江苏省突发事件生态环境应急工作程序规定》，对可能

引发环境污染的突发事件信息，均按照“五个第一时间”要求及

时上报并组织属地科学规范处置。

（三）开展地方性法规清理，加强规范性文件管理

按要求组织开展长江流域保护、《行政处罚法》涉及地方性

法规专项清理。结合工作实际，报送苏州市人大常委会、苏州市

人民政府立法规划（2022～2026 年）建议项目，提请修订《苏

州市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

作，经征集公众意见、合法性审查、局长办公会审议等程序，印

发《苏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废止 3 件部门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决

定》，完成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工作，并向向社会公示行政规范

性文件清理结果。

（四）深入推进科学民主决策

制定并公开苏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1 年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

录，重大行政决策 100%网上运行。2021 年，我局共 2 件市级重

大行政决策、3 件部门级重大行政决策。2 件市级重大行程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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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廉洁性审

查、集体讨论等部门论证过程，其中 1 件已通过常委会审议并印

发，另 1 件待提交市政府常务会审议。1 件部门级重大行程决策

已按要求完成重大行政决策工作流程，另有 2 件正在进行中。

（五）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1.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有效整合生态环境领域执法职责

和队伍，科学设置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队伍，通过“全面从严

治党 打造铁军先锋”主题实践活动，提出“八大能力提升举措”，

建设具备“六大品格的铁军先锋”，打造一支有党性、血性、刚

性和韧性环保铁军队伍。组织开展全市生态环境系统执法人员换

发全国统一样式执法证件申领、考试工作，全市共 588 名行政执

法人员通过换证考试，共 652 人取得全国统一样式行政执法证件

申领资格。

2.强化行政执法监督工作。为进一步加强行政执法重点制度

推进落实，强化行政执法监督协调指导，我局制定了《2021 年

度苏州市生态环境局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计划》，明确了四个方面

12 项监督内容，建立健全常态化监督机制。10 月，我局联合市

司法局赴吴江局开展行政执法实地监督，通过听取汇报、查案卷

台账和座谈交流等方式，重点监督了吴江局执法重点制度推进落

实情况以及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管理“三统一”制度建立实施情

况。

3.深化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严格落实三项制度，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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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2021

年在官方网站上公开信息 10989 条，其中发布建设项目、污染源

监管、行政处罚信息等政务信息 6488 条。发布微信稿件 1330 余

篇，微博近 3500 余条，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气会）28 次。全市

生态环境系统现场执法检查均使用移动执法系统，实行执法全过

程记录，执法情况实时上传系统。同时，执法人员现场执法全程

佩戴使用执法记录仪，局内配备执法记录仪服务站，检查完成后，

执法记录仪连接服务站，自动上传视频至平台，确保执法过程公

正公开。年内局法制机构共计审核重大行政执法决定 57 件。

4.完善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2021 年我局联合市

检察院、市公安局研究制定了《苏州市关于进一步严厉打击危险

废物非法处置、自动监测数据弄虚作假和长江流域废水偷排直排

环境违法犯罪活动工作方案》（苏环办字〔2021〕150 号），进一

步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和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测数据弄

虚作假等环境违法犯罪活动。2021 年，全市共办理移送行政拘

留 64 件，涉嫌污染犯罪移送 92 件。

5.积极改进行政执法方式。推行说理式执法等柔性执法方

式，广泛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警示告诫、行政指导、行政

奖励等非强制性执法手段，引导行政管理相对人自觉守法。制定

发布 14 条生态环境领域企业行政合规指导清单，引导企业排查

风险、合规经营。制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行政提示书》，

宣传相关政策要求，督促赔偿义务人履行主体责任。印发《关于



- 8 -

落实生态环境举报奖励制度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内部发放程

序及要求，今年以来，共实施举报奖励 29 起，奖励金额共计 13

万元。

6.加强和创新事中事后监管。组织编写了《排污许可证“一

证式”执法方式试行方案》，全面落实排污许可证“一证式”管

理。六五环境日发布“苏州市生态环境非现场执法十大典型案

例”，积极指导地方开展非现场执法监管。印发《关于在全市开

展企业“环保脸谱”运行试点工作的通知》（苏环办字〔2021〕

118 号）有序开展“环保脸谱”运行试点工作，2021 年，全市已

完成企业注册 34402 家，登录 26520 家。

7.探索开展青苏嘉区域行政执法监督一体化合作交流。推进

长三角一体化联合执法，成立示范区生态环境综合执法队，联合

印发《两区一县环境执法跨界现场检查互认工作方案》。联合印

发《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生态环境轻微违法违规行

为不予行政处罚目录（试行）》，统一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生态环境监管执法，以“一把尺”实施严格监管，持续改

善示范区生态环境质量，助力长三角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六）防范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环境安全稳定

1.充分发挥非诉纠纷解决机制作用。为进一步规范生态环境

行政调解工作，及时化解与生态环境行政管理有关的争议纠纷，

结合工作实际，我局建立了苏州市生态环境局行政调解工作制度，

制度明确了我局行政调解工作职责分工、调解范围和程序、达成协

http://10.32.5.22/netoffice/Pages/WaitHandle/WaitHandle_Done.aspx
http://10.32.5.22/netoffice/Pages/WaitHandle/WaitHandle_Don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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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终止调解、结案归档等要求。成立生态环境行政调解工作领导

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建立了生

态环境行政调解职责清单，确定了 2 项行政调解事项及其责任部

门。

2.提升行政复议应诉能力水平。印发《关于配合做好行政复

议体制改革相关工作的通知》，推荐 1 名持有法律职业资格的工

作人员进驻行政复议体制改革工作专班。2021 年，我局被行政

复议案件 11 件。从案涉行政行为类型看，均涉及行政处罚。从

复议机关看，苏州市人民政府为复议机关 7 件、省生态环境厅为

复议机关 4 件。从复议结果看，因申请人撤回申请终止案件 5 件、

复议维持 3 件、驳回申请 1 件、调解结案 1 件。2021 年我局行

政诉讼案件 25 件，从案涉行政行为看，涉及行政处罚 19 件、涉

及行政命令 4 件、涉及许可 2 件。从审理法院看，姑苏法院 11

件、南京中院 9 件、江阴法院 3 件、南京市玄武法院 2 件；从审

理法院级别看，一审 16 件、二审 9 件；从审理结果看，已宣判

11 件、法院正在审理中 14 件。我局认真落实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和负责人出庭应诉机制，出庭率 100%。

3.提高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制定印发《关于改革完善苏州

市生态环境局信访投诉举报工作机制的工作方案》，建立并强化

“日分析、周统计、月通报”制度，对群众反映信访事项中带有

普遍性、典型性的问题，开展专题研判。组织开展集中治理重复

信访化解信访积案专项工作，印发《关于做好重复环境信访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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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号工作的通知》，对交办各地的 35 件省级重复信访事项和 30

件市级重复信访事项化解情况每月调度，共完成重复信访事项销

号 61 件。严格落实领导接访下访工作，2021 年，全市领导干部

下访 383 批次，领导干部接访 175 批次。

（七）深入推进“互联网+监管”执法。

积极运用信息技术等探索非现场执法监管，一是综合运用污

染源自动监控、用电监控、危废管理等系统平台，开展走航监测，

辅以无人机（船）以及卫星遥感等科技手段，扩大监管范围。二

是开发“企业环保自检自纠”手机 APP。通过“一证三图+N 码”，

实现排污许可标准化、清单化。

（八）深化生态环境各项改革，强化环境法治普法宣传

1.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例实践。我局已通过系统填报案

例 357 件，今年新增案例 322 件，位居全省前列。通过重点渠道

自主筛查发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线索 110 件，经统计，我局案件

启动率 80%，已达到考核要求。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

制。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工作纳入年度深入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目标任务和服务高质量发展成效考核指标，贯彻落实

《民法典》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相关规定。二是明确责任

分工，规范办案流程。印发《关于切实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

作的通知》，明确职责分工，扩大适用范围，实施案件线索分类、

分级管理，规范案件办理流程，合力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

三是坚持协同管理，强化赔偿落实。建立了线索筛查与报告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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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调度通报机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执法处罚联动机制和诉

前磋商机制。四是积极探索创新，增强修复实效。主要从探索综

合认定，规范资金管理，创新修复方式等方面增强修复实效。

2.强化环保信用体系建设。持续开展企业环保信用评价工

作，不断扩大参评企业范围。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全市共

71441 家企业参评，其中绿色企业 111 家，蓝色企业 71243，黄

色企业 45 家，红色企业 1 家，黑色企业 41 家。签订法定代表人

承诺书 3030 家。从全市企业评价结果来看，绿色、蓝色企业占

参评总数的 99.88%，红色、黑色企业占参评总数的 0.06%，企业

环境信用行为总体良好。制定出台《关于开展环保信用信息季度

自查和核查的通知》，对江苏省企事业环保信用管理系统中企事

业单位环保信用信息开展季度自查和核查，并按季度进行情况通

报，确保企业环保信用信息录入及时准确。

3.强化生态环境普法宣传。年初制定普法工作计划、普法责

任清单，普法联动事项。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活动，一是通过创

建法治文化阵地，开展环保设施公众开放日活动，让公众对法治

思想和环保理念看得到、听得出、摸得着。二是围绕六五环境日

等重要节日，开展媒体采风、文艺汇演、摄影绘画作品展、“长

江大保护小使者”、“声音图书馆”等系列公益活动，通过百姓

喜闻乐见方式进行普法宣传。三是借力主流媒体“十点说法”“以

案释法”“政风行风热线”等栏目，加大环境违法行为的曝光力

度和典型案例的发布强度，解答和妥善处理社会普遍关注和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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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热点问题；四是制作“谈天说炭”短视频，印发“绿色助

企十四条”宣传册、《新固废法企业法律责任新变化》口袋书，

增强普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

1.加强法治建设组织领导。将法治建设工作纳入生态环境年

度工作要点，党组会专题研究年度本系统法治建设、普法履职工

作。印发《2021 年苏州市生态环境系统法治建设工作要点》，并

细化分解工作任务，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落实国家工作人员

旁听庭审制度，组织机关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在线观看姑苏法院公

开审理的鹿城垃圾发电有限公司诉我局行政处罚案，组织工作人

员现场旁听民法典案例庭审活动。

2.落实领导干部“述法”要求。认真贯彻实施《江苏省党政

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列入年终述

职内容工作方案》，每年将领导干部述法纳入年度述职内容，形

成“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各职能部门齐抓共管”的

法治建设工作局面。

3.推动领导干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制定领导干部学法清

单，开展领导干部任职前法律知识考查和依法行政能力测试，严

格执行“三个规定”，局领导班子以及各处室单位负责人签订了

苏州市党政领导干部不干预司法活动不插手具体案件公开承诺

书。

三、存在的不足和原因



- 13 -

执法力量不足。近年来，环境违法行为愈发隐蔽复杂，每年

需组织的专项执法、双随机检查、夜间值班、交叉互查等较为频

繁，人少事多矛盾依然突出。针对执法力量不足的问题，我局积

极探索非现场执法监管。

四、下一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安排

我局将继续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总体工作部署，深入贯彻

落实市委市政府法治建设工作要求，依法全面履职，全面推进生

态环境领域依法行政，持续深化依法治污，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生

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统

筹污染治理、生态保护，以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为动

力，以队伍能力建设为保障，以优化执法方式、提高执法效能为

手段，不断完善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的生态环境执法体系，为促进

我市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提供全面有力的法治保障。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2 年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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