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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岭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拟销号群众举报问题查处情况公示

（2022 年 1 月 28 日）

序

号

受理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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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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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X2LN2

02104

11004

9

辽宁省环境监察执法

垂直改革至今尚未结

束。各个县区机构尚未

全部成立，部分县区只

是挂了块牌子，但基层

人员未完成转隶，领导

也未任命。2.环境监察

执法基层人员编制与

环境监察的工作量严

重不匹配，且基层环境

监察队伍人员严重不

足，监察队伍自身能力

建设不足，环境监察执

法力度不够，日常工作

疲于应付。部分地区执

法队伍已经7年未招录

人员，应该配备的执法

设备、车辆、服装全都

铁岭

市

信访举报问题部分属实，汇报如下：

（一）关于省环境监察执法垂直改革至

今尚未结束，各县区机构尚未全部成立，部

分县区只挂了块牌子，但基层人员未完成转

隶，领导也未任命的问题。

我市各县（市）区行政机构和执法队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挂牌成立，各县（市）区

行政转隶人员编制、执法队转隶人员编制和

监测转隶人员编制上收到市生态环境局，行

政人员已完成转隶，执法人员档案已完成审

核。目前市人社部门正在办理县（市）区执

法队划转人员的确认工作，按照人事管理要

求，待人员转隶完成后，办理领导班子的转

任和调任。

（二）环境监察执法基层人员编制与环

境监察工作量严重不匹配，基层监察队伍人

员严重不足，自身能力建设不足，执法力度

不够，部分地区执法队 7年未招录人员，执

部分

属实

我市各县（市）区行政

机构和执法队于 2020 年 12

月28日挂牌成立，各县（市）

区行政转隶人员编制、执法

队转隶人员编制和监测转

隶人员编制上收到市级，县

（市）区行政人员、执法人

员、监测人员已完成转隶。

行政领导完成转隶任职。2.

按照垂改方案，执法队人员

编制性质保持现状，待中央

和省统一明确政策意见后

逐步加以规范；执法设备、

车辆、服装等配备，垂改方

案规定全面推行执法标准

化建设，有关统一执法制式

服装和标志，以及执勤用车

配备按中央和省统一规定

问责

*人

或者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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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留在纸面。3.部分地

区生态环境系统干部

混编制度达 10 余年，

严重违反组织人事和

编制制度，县区分局违

反“三定方案”，设置

内设机构，违规提拔干

部，在机构改革之后，

问题未得到解决，不符

合垂改政策。

法设备、车辆、服装全部停留纸面的问题。

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

改革工作从 2015 年底开始冻结到 2021 年基

本没有招录人员。县（市）区垂改后执法人

员编制 191 名，实有 181 人。目前，人员老

化、人数不足，各县（市）区有 1至 2台执

法车辆、部分取证设备和办公设备，执法能

力与现有工作量不匹配。按照《中共辽宁省

委办公厅、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

于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

实施意见＞的通知》（辽委办发﹝2019﹞26

号）要求“整合组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

执法队伍涉及的不同性质编制使用置换等

问题，目前保持现状，待中央和省统一明确

政策意见后逐步加以规范。”“全面推进执法

队伍标准化建设，着力实现机构规范化、装

备现代化、队伍专业化、管理制度化的要求，

有关统一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以及执法执

勤用车配备等，按中央统一规定执行。”目

前，执法队人员保持现状，执法设备、车辆、

服装的配备，按中央和省统一明确政策意见

规定执行。

执行。3. 按照垂改方案，

各县（市）区生态环境分局

和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

队，实行“局队合一”体制。

不存在混编问题，县（市）

区分局没有违反“三定方

案”设置内设机构，提拔干

部。垂直改革后，将按照新

的“三定方案”落实。



3

序

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问责

情况

答复信

访人情

况（选

填）

（三）关于部分地区生态环境系统干部

混编制度达 10 余年，严重违反组织人事和

编制制度，县区分局违反“三定方案”，设

置内设机构，违规提拔干部，机构改革后问

题未得解决，不符合垂改政策的问题。

目前， 按照《中共辽宁省委办公厅、

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生

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实施意见

＞的通知》（辽委办发﹝2019﹞26 号）文件

精神，各县（市）区有生态环境分局和生态

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实行“局队合一”体

制。不存在混编问题，县（市）区分局没有

违反“三定方案”设置内设机构，提拔干部。

垂直改革后，将按照新的“三定方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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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X2LN2

02104

11005

4

辽宁省环境监察执法

垂直改革至今尚未结

束。各个县区机构尚未

全部成立，部分县区只

是挂了块牌子，但基层

人员未完成转隶，领导

也未任命。2.环境监察

执法基层人员编制与

环境监察的工作量严

重不匹配，且基层环境

监察队伍人员严重不

足，监察队伍自身能力

建设不足，环境监察执

法力度不够，日常工作

疲于应付。部分地区执

法队伍已经7年未招录

人员，应该配备的执法

设备、车辆、服装全都

停留在纸面。3.部分地

区生态环境系统干部

混编制度达 10 余年，

严重违反组织人事和

铁岭

市

信访举报问题部分属实，汇报如下：

（一）关于省环境监察执法垂直改革至

今尚未结束，各县区机构尚未全部成立，部

分县区只挂了块牌子，但基层人员未完成转

隶，领导也未任命的问题。

我市各县（市）区行政机构和执法队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挂牌成立，各县（市）区

行政转隶人员编制、执法队转隶人员编制和

监测转隶人员编制上收到市生态环境局，行

政人员已完成转隶，执法人员档案已完成审

核。目前市人社部门正在办理县（市）区执

法队划转人员的确认工作，按照人事管理要

求，待人员转隶完成后，办理领导班子的转

任和调任。

（二）环境监察执法基层人员编制与环

境监察工作量严重不匹配，基层监察队伍人

员严重不足，自身能力建设不足，执法力度

不够，部分地区执法队 7年未招录人员，执

法设备、车辆、服装全部停留纸面的问题。

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

改革工作从 2015 年底开始冻结到 2021 年基

本没有招录人员。县（市）区垂改后执法人

部分

属实

我市各县（市）区行政

机构和执法队于 2020 年 12

月28日挂牌成立，各县（市）

区行政转隶人员编制、执法

队转隶人员编制和监测转

隶人员编制上收到市级，县

（市）区行政人员、执法人

员、监测人员已完成转隶。

行政领导完成转隶任职。2.

按照垂改方案，执法队人员

编制性质保持现状，待中央

和省统一明确政策意见后

逐步加以规范；执法设备、

车辆、服装等配备，垂改方

案规定全面推行执法标准

化建设，有关统一执法制式

服装和标志，以及执勤用车

配备按中央和省统一规定

执行。3. 按照垂改方案，

各县（市）区生态环境分局

和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

队，实行“局队合一”体制。

问责

*人

或者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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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制度，县区分局违

反“三定方案”，设置

内设机构，违规提拔干

部，在机构改革之后，

问题未得到解决，不符

合垂改政策。

员编制 191 名，实有 181 人。目前，人员老

化、人数不足，各县（市）区有 1至 2台执

法车辆、部分取证设备和办公设备，执法能

力与现有工作量不匹配。按照《中共辽宁省

委办公厅、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

于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

实施意见＞的通知》（辽委办发﹝2019﹞26

号）要求“整合组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

执法队伍涉及的不同性质编制使用置换等

问题，目前保持现状，待中央和省统一明确

政策意见后逐步加以规范。”“全面推进执法

队伍标准化建设，着力实现机构规范化、装

备现代化、队伍专业化、管理制度化的要求，

有关统一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以及执法执

勤用车配备等，按中央统一规定执行。”目

前，执法队人员保持现状，执法设备、车辆、

服装的配备，按中央和省统一明确政策意见

规定执行。

（三）关于部分地区生态环境系统干部

混编制度达 10 余年，严重违反组织人事和

编制制度，县区分局违反“三定方案”，设

置内设机构，违规提拔干部，机构改革后问

不存在混编问题，县（市）

区分局没有违反“三定方

案”设置内设机构，提拔干

部。垂直改革后，将按照新

的“三定方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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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未得解决，不符合垂改政策的问题。

目前， 按照《中共辽宁省委办公厅、

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生

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实施意见

＞的通知》（辽委办发﹝2019﹞26 号）文件

精神，各县（市）区有生态环境分局和生态

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实行“局队合一”体

制。不存在混编问题，县（市）区分局没有

违反“三定方案”设置内设机构，提拔干部。

垂直改革后，将按照新的“三定方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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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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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X2LN2

02104

22006

1

辽宁省环境监察执法

垂直改革至今尚未结

束。各个县区机构尚未

全部成立，部分县区只

是挂了块牌子，但基层

人员未完成转隶，领导

也未任命。2.环境监察

执法基层人员编制与

环境监察的工作量严

重不匹配，且基层环境

监察队伍人员严重不

足，监察队伍自身能力

建设不足，环境监察执

法力度不够，日常工作

疲于应付。部分地区执

法队伍已经7年未招录

人员，应该配备的执法

设备、车辆、服装全都

停留在纸面。3.部分地

区生态环境系统干部

混编制度达 10 余年，

严重违反组织人事和

铁岭

市

信访举报问题部分属实，汇报如下：

（一）关于省环境监察执法垂直改革至

今尚未结束，各县区机构尚未全部成立，部

分县区只挂了块牌子，但基层人员未完成转

隶，领导也未任命的问题。

我市各县（市）区行政机构和执法队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挂牌成立，各县（市）区

行政转隶人员编制、执法队转隶人员编制和

监测转隶人员编制上收到市生态环境局，行

政人员已完成转隶，执法人员档案已完成审

核。目前市人社部门正在办理县（市）区执

法队划转人员的确认工作，按照人事管理要

求，待人员转隶完成后，办理领导班子的转

任和调任。

（二）环境监察执法基层人员编制与环

境监察工作量严重不匹配，基层监察队伍人

员严重不足，自身能力建设不足，执法力度

不够，部分地区执法队 7年未招录人员，执

法设备、车辆、服装全部停留纸面的问题。

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

改革工作从 2015 年底开始冻结到 2021 年基

本没有招录人员。县（市）区垂改后执法人

部分

属实

我市各县（市）区行政

机构和执法队于 2020 年 12

月28日挂牌成立，各县（市）

区行政转隶人员编制、执法

队转隶人员编制和监测转

隶人员编制上收到市级，县

（市）区行政人员、执法人

员、监测人员已完成转隶。

行政领导完成转隶任职。2.

按照垂改方案，执法队人员

编制性质保持现状，待中央

和省统一明确政策意见后

逐步加以规范；执法设备、

车辆、服装等配备，垂改方

案规定全面推行执法标准

化建设，有关统一执法制式

服装和标志，以及执勤用车

配备按中央和省统一规定

执行。3. 按照垂改方案，

各县（市）区生态环境分局

和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

队，实行“局队合一”体制。

问责

*人

或者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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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制度，县区分局违

反“三定方案”，设置

内设机构，违规提拔干

部，在机构改革之后，

问题未得到解决，不符

合垂改政策。

员编制 191 名，实有 181 人。目前，人员老

化、人数不足，各县（市）区有 1至 2台执

法车辆、部分取证设备和办公设备，执法能

力与现有工作量不匹配。按照《中共辽宁省

委办公厅、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

于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

实施意见＞的通知》（辽委办发﹝2019﹞26

号）要求“整合组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

执法队伍涉及的不同性质编制使用置换等

问题，目前保持现状，待中央和省统一明确

政策意见后逐步加以规范。”“全面推进执法

队伍标准化建设，着力实现机构规范化、装

备现代化、队伍专业化、管理制度化的要求，

有关统一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以及执法执

勤用车配备等，按中央统一规定执行。”目

前，执法队人员保持现状，执法设备、车辆、

服装的配备，按中央和省统一明确政策意见

规定执行。

（三）关于部分地区生态环境系统干部

混编制度达 10 余年，严重违反组织人事和

编制制度，县区分局违反“三定方案”，设

置内设机构，违规提拔干部，机构改革后问

不存在混编问题，县（市）

区分局没有违反“三定方

案”设置内设机构，提拔干

部。垂直改革后，将按照新

的“三定方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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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问责

情况

答复信

访人情

况（选

填）

题未得解决，不符合垂改政策的问题。

目前， 按照《中共辽宁省委办公厅、

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生

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实施意见

＞的通知》（辽委办发﹝2019﹞26 号）文件

精神，各县（市）区有生态环境分局和生态

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实行“局队合一”体

制。不存在混编问题，县（市）区分局没有

违反“三定方案”设置内设机构，提拔干部。

垂直改革后，将按照新的“三定方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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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问责

情况

答复信

访人情

况（选

填）

4

X2LN2

02104

16006

7

辽宁省环境监察执法

垂直改革至今尚未结

束。各个县区机构尚未

全部成立，部分县区只

是挂了块牌子，但基层

人员未完成转隶，领导

也未任命。2.环境监察

执法基层人员编制与

环境监察的工作量严

重不匹配，且基层环境

监察队伍人员严重不

足，监察队伍自身能力

建设不足，环境监察执

法力度不够，日常工作

疲于应付。部分地区执

法队伍已经7年未招录

人员，应该配备的执法

设备、车辆、服装全都

停留在纸面。3.部分地

区生态环境系统干部

混编制度达 10 余年，

严重违反组织人事和

铁岭

市

信访举报问题部分属实，汇报如下：

（一）关于省环境监察执法垂直改革至

今尚未结束，各县区机构尚未全部成立，部

分县区只挂了块牌子，但基层人员未完成转

隶，领导也未任命的问题。

我市各县（市）区行政机构和执法队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挂牌成立，各县（市）区

行政转隶人员编制、执法队转隶人员编制和

监测转隶人员编制上收到市生态环境局，行

政人员已完成转隶，执法人员档案已完成审

核。目前市人社部门正在办理县（市）区执

法队划转人员的确认工作，按照人事管理要

求，待人员转隶完成后，办理领导班子的转

任和调任。

（二）环境监察执法基层人员编制与环

境监察工作量严重不匹配，基层监察队伍人

员严重不足，自身能力建设不足，执法力度

不够，部分地区执法队 7年未招录人员，执

法设备、车辆、服装全部停留纸面的问题。

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

改革工作从 2015 年底开始冻结到 2021 年基

本没有招录人员。县（市）区垂改后执法人

部分

属实

我市各县（市）区行政

机构和执法队于 2020 年 12

月28日挂牌成立，各县（市）

区行政转隶人员编制、执法

队转隶人员编制和监测转

隶人员编制上收到市级，县

（市）区行政人员、执法人

员、监测人员已完成转隶。

行政领导完成转隶任职。2.

按照垂改方案，执法队人员

编制性质保持现状，待中央

和省统一明确政策意见后

逐步加以规范；执法设备、

车辆、服装等配备，垂改方

案规定全面推行执法标准

化建设，有关统一执法制式

服装和标志，以及执勤用车

配备按中央和省统一规定

执行。3. 按照垂改方案，

各县（市）区生态环境分局

和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

队，实行“局队合一”体制。

问责

*人

或者

无

无



11

序

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问责

情况

答复信

访人情

况（选

填）

编制制度，县区分局违

反“三定方案”，设置

内设机构，违规提拔干

部，在机构改革之后，

问题未得到解决，不符

合垂改政策。

员编制 191 名，实有 181 人。目前，人员老

化、人数不足，各县（市）区有 1至 2台执

法车辆、部分取证设备和办公设备，执法能

力与现有工作量不匹配。按照《中共辽宁省

委办公厅、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

于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

实施意见＞的通知》（辽委办发﹝2019﹞26

号）要求“整合组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

执法队伍涉及的不同性质编制使用置换等

问题，目前保持现状，待中央和省统一明确

政策意见后逐步加以规范。”“全面推进执法

队伍标准化建设，着力实现机构规范化、装

备现代化、队伍专业化、管理制度化的要求，

有关统一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以及执法执

勤用车配备等，按中央统一规定执行。”目

前，执法队人员保持现状，执法设备、车辆、

服装的配备，按中央和省统一明确政策意见

规定执行。

（三）关于部分地区生态环境系统干部

混编制度达 10 余年，严重违反组织人事和

编制制度，县区分局违反“三定方案”，设

置内设机构，违规提拔干部，机构改革后问

不存在混编问题，县（市）

区分局没有违反“三定方

案”设置内设机构，提拔干

部。垂直改革后，将按照新

的“三定方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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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问责

情况

答复信

访人情

况（选

填）

题未得解决，不符合垂改政策的问题。

目前， 按照《中共辽宁省委办公厅、

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生

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实施意见

＞的通知》（辽委办发﹝2019﹞26 号）文件

精神，各县（市）区有生态环境分局和生态

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实行“局队合一”体

制。不存在混编问题，县（市）区分局没有

违反“三定方案”设置内设机构，提拔干部。

垂直改革后，将按照新的“三定方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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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问责

情况

答复信

访人情

况（选

填）

5

X2LN2

02104

29010

4

辽宁省环境监察执法

垂直改革至今尚未结

束。各个县区机构尚未

全部成立，部分县区只

是挂了块牌子，但基层

人员未完成转隶，领导

也未任命。2.环境监察

执法基层人员编制与

环境监察的工作量严

重不匹配，且基层环境

监察队伍人员严重不

足，监察队伍自身能力

建设不足，环境监察执

法力度不够，日常工作

疲于应付。部分地区执

法队伍已经7年未招录

人员，应该配备的执法

设备、车辆、服装全都

停留在纸面。3.部分地

区生态环境系统干部

混编制度达 10 余年，

严重违反组织人事和

铁岭

市

信访举报问题部分属实，汇报如下：

（一）关于省环境监察执法垂直改革至

今尚未结束，各县区机构尚未全部成立，部

分县区只挂了块牌子，但基层人员未完成转

隶，领导也未任命的问题。

我市各县（市）区行政机构和执法队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挂牌成立，各县（市）区

行政转隶人员编制、执法队转隶人员编制和

监测转隶人员编制上收到市生态环境局，行

政人员已完成转隶，执法人员档案已完成审

核。目前市人社部门正在办理县（市）区执

法队划转人员的确认工作，按照人事管理要

求，待人员转隶完成后，办理领导班子的转

任和调任。

（二）环境监察执法基层人员编制与环

境监察工作量严重不匹配，基层监察队伍人

员严重不足，自身能力建设不足，执法力度

不够，部分地区执法队 7年未招录人员，执

法设备、车辆、服装全部停留纸面的问题。

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

改革工作从 2015 年底开始冻结到 2021 年基

本没有招录人员。县（市）区垂改后执法人

部分

属实

我市各县（市）区行政

机构和执法队于 2020 年 12

月28日挂牌成立，各县（市）

区行政转隶人员编制、执法

队转隶人员编制和监测转

隶人员编制上收到市级，县

（市）区行政人员、执法人

员、监测人员已完成转隶。

行政领导完成转隶任职。2.

按照垂改方案，执法队人员

编制性质保持现状，待中央

和省统一明确政策意见后

逐步加以规范；执法设备、

车辆、服装等配备，垂改方

案规定全面推行执法标准

化建设，有关统一执法制式

服装和标志，以及执勤用车

配备按中央和省统一规定

执行。3. 按照垂改方案，

各县（市）区生态环境分局

和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

队，实行“局队合一”体制。

问责

*人

或者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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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问责

情况

答复信

访人情

况（选

填）

编制制度，县区分局违

反“三定方案”，设置

内设机构，违规提拔干

部，在机构改革之后，

问题未得到解决，不符

合垂改政策。

员编制 191 名，实有 181 人。目前，人员老

化、人数不足，各县（市）区有 1至 2台执

法车辆、部分取证设备和办公设备，执法能

力与现有工作量不匹配。按照《中共辽宁省

委办公厅、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

于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

实施意见＞的通知》（辽委办发﹝2019﹞26

号）要求“整合组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

执法队伍涉及的不同性质编制使用置换等

问题，目前保持现状，待中央和省统一明确

政策意见后逐步加以规范。”“全面推进执法

队伍标准化建设，着力实现机构规范化、装

备现代化、队伍专业化、管理制度化的要求，

有关统一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以及执法执

勤用车配备等，按中央统一规定执行。”目

前，执法队人员保持现状，执法设备、车辆、

服装的配备，按中央和省统一明确政策意见

规定执行。

（三）关于部分地区生态环境系统干部

混编制度达 10 余年，严重违反组织人事和

编制制度，县区分局违反“三定方案”，设

置内设机构，违规提拔干部，机构改革后问

不存在混编问题，县（市）

区分局没有违反“三定方

案”设置内设机构，提拔干

部。垂直改革后，将按照新

的“三定方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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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问责

情况

答复信

访人情

况（选

填）

题未得解决，不符合垂改政策的问题。

目前， 按照《中共辽宁省委办公厅、

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生

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实施意见

＞的通知》（辽委办发﹝2019﹞26 号）文件

精神，各县（市）区有生态环境分局和生态

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实行“局队合一”体

制。不存在混编问题，县（市）区分局没有

违反“三定方案”设置内设机构，提拔干部。

垂直改革后，将按照新的“三定方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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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问责

情况

答复信

访人情

况（选

填）

6

X2LN20

210417

0001

铁岭市生

态环境监

察执法垂

直改革至

今尚未完

成。基层

人员未完

成转隶，

各县（区）

执法人员

人、财、

物没有纳

入市级管

理。

铁岭

市

信访举报问题部分属实，汇

报如下：

（一）关于省环境监察执法

垂直改革至今尚未结束，各县区

机构尚未全部成立，部分县区只

挂了块牌子，但基层人员未完成

转隶，领导也未任命的问题。

我市各县（市）区行政机构

和执法队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

挂牌成立，各县（市）区行政转

隶人员编制、执法队转隶人员编

制和监测转隶人员编制上收到

市生态环境局，行政人员已完成

转隶，执法人员档案已完成审

核。目前市人社部门正在办理县

（市）区执法队划转人员的确认

工作，按照人事管理要求，待人

员转隶完成后，办理领导班子的

转任和调任。

部分

属实

我市各县（市）区行政机构和执法队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挂牌成立，各县（市）区行政转隶人员编

制、执法队转隶人员编制和监测转隶人员编制上收到

市级，县（市）区行政人员、执法人员、监测人员已

完成转隶。行政领导完成转隶任职。根据当前实际工

作情况，各县（市）区生态环境系统财政上划时机尚

不成熟，暂由各县（市）区财政负责。

问责

*人

或者

无

无

以上群众举报问题查处情况向社会公示，公示期内如有异议，请以信函或者电话形式署联系方式，向铁岭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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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反馈。邮寄的以寄出邮戳为准，直接送达的以送达日期为准。

公示时间：2022 年 2 月 1 日至 2022 年 2月 10 日（公示期 10 日）

受理部门：铁岭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系电话：024-79890015

邮寄地址：铁岭市凡河新区金沙江路 46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