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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

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
丰台区环境监察支队
房山区环境监察支队
通州区环境保护监察队
大兴区环境监察支队

天津市

天津市环境监察总队
南开区环境监察支队

河北省

河北省环境综合执法局
唐山市环境保护局海港经济开发区分局监

察大队
秦皇岛市环境执法支队
邯郸市环境监察支队
邯郸市永年区环境监察大队
保定市环境执法支队
衡水市环境保护局执法支队
安平县环境执法大队

山西省

山西省环境监察总队
阳泉市环境监察支队
襄垣县环境监察大队
晋城市环境监察支队
阳城县环境监察大队
泽州县环境监察大队
吕梁市环境监察支队
孝义市环境监察大队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环境监察局
包头市环境监察支队
包头市九原区环境监察大队
乌海市环境监察支队
赤峰市环境监察支队
巴林左旗环境监察大队
赤峰市敖汉旗环境监察大队
鄂尔多斯市环境监察支队
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环境监察大队

辽宁省

辽宁省环境监察局
沈 阳 市 环 境 保 护 局 大 东 分 局 环 境 监 察

大队
大连市环境监察支队
大连市环境保护局大孤山半岛分局
大连市普兰店区环境监察大队
抚顺市环境监察局
丹东市环境监察支队
辽阳市环境监察局
盘锦市大洼区环境监察局

吉林省

吉林省环境监察总队
吉林市环境监察支队
柳河县环境监察大队
松原市环境监察支队
前郭县环境监察大队

珲春市环境监察大队
龙井市环境监察大队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环境监察局
哈尔滨市环境监察支队
齐齐哈尔市铁锋区环境监察大队
黑 龙 江 省 齐 齐 哈 尔 市 依 安 县 环 境 监 察

大队
齐齐哈尔市讷河市环境监察大队
大庆市环境监察支队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环境监察支队
黑河市爱辉区环境监察大队
绥化市环境监察支队

上海市

上海市环境监察总队
闵行区环境监察支队
金山区环境监察支队
青浦区环境监察支队
奉贤区环境监察支队

江苏省

江苏省环境监察总队
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
江阴市环境监察局
常州市环境监察支队
常州市武进区环境监察大队
苏州市环境监察支队
苏州市吴江区环境监察大队
如东县环境监察大队
盐城市环境监察局

浙江省

浙江省环境执法稽查总队
杭州市环境监察支队
余杭区环境监察大队
临安区环境监察大队
宁波市环境监察支队
慈溪市环境监察大队
温州市环境监察支队
诸暨市环境监察大队
台州市环境监察支队

安徽省

安徽省环境监察局
蚌埠市固镇县环境监察大队
马鞍山市含山县环境监察大队
淮北市环境监察支队
安庆市环境监察支队
安庆市太湖县环境监察大队
滁州市环境监察支队
六安市环境监察支队
宁国市环境监察大队

福建省

福建省环境监察总队
福州市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福州市仓山区环境监察大队
厦门市环境监察支队
三明市环境监察支队
三明市沙县环境监察大队

南安市环境监察大队
漳州市南靖县环境监察大队
宁德市环境监察支队

江西省

江西省环境监察局
南昌市环境监察支队
南昌县环境监察大队
景德镇环境监察支队
九江市环境监察支队
武宁县环境监察大队
余江县环境监察大队
赣州市环境监察支队
新干县环境监察大队

山东省

山东省环境监察总队
青岛市环境监察支队
即墨市环境监察大队
招远市环境监察大队
潍坊市环境监察支队
寿光市环境监察大队
临沂市环境监察支队
聊城市环境监察支队
冠县环境监察大队

河南省

河南省环境监察总队
郑州市环境监察支队
洛阳市环境监察支队
汝州市环境监察大队
新乡市环境监察支队
焦作市环境监察支队
固始县环境监察大队
潢川县环境监察大队
西平县环境监察大队

湖北省

湖北省环境监察总队
武汉市环境监察支队
猇亭区环境监察大队
襄阳市环境监察支队
襄州区环境监察大队
荆门市环境监察支队
黄冈市环境监察支队
浠水县环境监察大队

湖南省

湖南省环保厅环境监察局
长沙市环境监察支队
浏阳市环境监察大队
株洲市环境监察支队
醴陵市环境监察大队
隆回县环境监察大队
岳阳市环境监察支队
汨罗市环境监察大队
永州市环境监察支队

广东省

广东省环保厅环境监察局
广州市天河区执法监察大队
深圳市环境监察支队

汕头市环境保护局龙湖分局环境监察股
佛山市南海区环保局环境监察分局
东莞市环境保护局环境监察分局
中山市环境保护局环境监察分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监察总队
南宁市环境监察支队
柳州市环境监察支队
柳州市柳江区环境监察大队
梧州市环境监察支队
北海市环境监察支队
玉林市玉州区环境监察大队
百色市右江区环境监察大队
河池市宜州区环境监察大队

海南省

海南省生态环境监察总队
海口市环境监察局
海口市琼山区生态环境监察局
三亚市环境监察支队
洋浦经济开发区环境监察大队
海南省定安县综合执法一队
澄迈县生态环境保护监察大队

重庆市

重庆市环境行政执法总队
重庆市北碚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
重庆市永川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
重庆市大足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
忠县环境行政执法支队

四川省

四川省环境监察执法局
成都市环境监察执法支队
成都市龙泉驿区环境监察执法大队
富顺县环境监察执法大队
泸州市环境监察执法支队
广汉市环境监察执法大队
眉山市东坡区环境监察执法大队
宜宾市环境监察执法支队
甘孜州环境监察执法支队

贵州省

贵州省环境监察局
贵阳市环境监察支队
六盘水市环境监察支队
盘州市环境监察大队
遵义市环境监察支队
湄潭县环境监察大队
黔西南州环境监察局
黔西县环境监察大队
黔东南州凯里市环境监察大队

云南省

云南省环境监察总队
昆明市环境保护执法监督局
安宁市环境监察大队
曲靖市环境监察支队
麒麟区环境监察大队
玉溪市环境监察支队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环境监察支队

个旧市环境监察大队
弥渡县环境监察大队

西藏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环境监察总队
拉萨市环境监察支队
堆龙德庆区环境保护局监察大队
墨竹工卡县环境保护局
日喀则市环境监察支队
林芝市环境监察支队

陕西省

陕西省环境保护执法局
西安市环境监察支队
陕西省宝鸡市环境监察支队
澄城县环境监察大队
韩城市环境监察大队
延安市环境监察支队
勉县环境监察大队
榆林市环境监察支队
神木市环境监察大队

甘肃省

甘肃省环境监察局
兰州市环境监察局
西固区环境监察局
嘉峪关市环境监察支队
白银区环境监察大队
凉州区环境监察大队
临泽县环境监察大队
平凉市环境监察支队
定西市环境监察支队

青海省

青海省环境监察总队
西宁市环境监察支队
湟中县环境保护局监察大队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监察执法局
银川市环境监察支队
银川市兴庆区环境监察大队
灵武市环境监察大队
吴忠市环境监察支队
盐池县环境监察大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监察总队
乌鲁木齐市环境监察支队
沙依巴克区环境监察大队
米东区环境监察大队
乌鲁木齐县环境监察大队
昌吉回族自治州环境监察支队
阜康市环境监察大队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环境监察支队
阿克苏地区环境监察支队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监察总队
第四师环境监察支队
第六师环境监察支队
第八师石河子市环境监察支队

2017年环境执法大练兵表现突出候选集体名单

2017年环境执法大练兵表现突出候选个人名单

北京市

冯志军 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
郭 昊 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
徐 斌 北京市朝阳区环境执法监察大队
赵 勇 北京市朝阳区环境执法监察大队
彭东涛 北京市丰台区环境监察支队
张 靖 北京市海淀区环境保护监察支队
马林云 北京市通州区环境保护监察队
高嘉雄 北京市昌平区环保局马池口监察大队
高 杰 北京市大兴区环境监察支队
刘海全 北京市平谷区环境监察支队

天津市

崔金鹏 天津市环境监察总队
刘少强 天津市环境监察总队
马兰平 天津市环境监察总队
王 迪 天津市河东区环境监察支队
郑 岩 天津市河西区环境监察支队
杨竟恒 天津市南开区环境监察支队
平晨琳 天津市津南区环境监察支队
陈 徽 天津市宝坻区环境监察支队
张春鹏 天津市宝坻区环境监察支队

河北省

张大鹏 河北省环境综合执法局
冯秀斌 河北省环境综合执法局
王 亮 河北省环境综合执法局
罗志民 唐山市环境保护局古冶区分局
何余良 秦皇岛市环境保护局海港区分局
于林辉 秦皇岛市环境保护局昌黎县分局
张 波 邯郸市环境监察支队
卢志青 保定市环保局环境执法支队
戴 播 保定市环保局环境执法支队
杨晓坡 衡水市环境保护局

山西省

冯 涛 阳泉市环境监察支队

姬静园 长治市环境监察支队
韩 栋 晋城市环境监察支队
郎 峰 泽州县环境监察大队
张大伟 运城市环境监察支队
刘培智 保德县环境监察大队
王 玮 临汾市环境监察支队
杜永胜 尧都区环境监察大队
尹 炜 吕梁市环境监察支队
王万悦 孝义市环境监察大队

内蒙古自治区

赵 奇 内蒙古自治区环境监察局
王亚军 包头市昆区环境监察大队
王志刚 包头市昆区环境监察大队
张雪梅 包头市九原区环境监察大队
吴亚力 赤峰市巴林左旗环境保护局
刘晓辉 宁城县环境监察大队
陈思阳 敖汉旗环境监察大队
赞 丹 鄂尔多斯市环境监察支队
高永强 巴彦淖尔环境保护综合行政

执法局
马吉亚 乌拉特中旗环境监察大队

辽宁省

徐 瑞 沈阳市环境监察支队
邢登华 沈阳市环境保护局大东分局环境

监察大队
华裕超 大连市环保局甘井子分局
郭文广 大连市环保局大孤山分局
沙耀方 普兰店区环境监察大队
费 营 丹东市环境监察支队
栾华全 凤城市环境监察大队
沈 元 盖州市环境监察局
朱琳琳 辽阳市环境监察局
吴 迪 辽阳市环境监察局

吉林省

万久军 通化市环境监察支队

刘德峰 柳河县环保局
刘 伟 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环境

监察大队
周 浩 松原市环境监察支队
宋俊海 松原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
黄胜伟 图们市环境监察大队
邱歆原 敦化市环境监察大队
李鹏飞 珲春市环保局
徐晋键 龙井市环境监察大队
李和春 汪清县环境保护局

黑龙江省

尹 航 黑龙江省环境监察局
修正宽 哈尔滨市香坊区环境监察大队
彭 伟 哈尔滨市环境监察支队
黄海洋 哈尔滨市环境监察支队
景来斌 讷河市环境监察大队
孙 雷 鸡西市环境监察支队
孙 亮 伊春市铁力市环境监察大队
张宝贵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环境监察支队
张晓宇 佳木斯市富锦市环境监察大队
毕 群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红兴隆管局

环境监察大队

上海市

郭雅文 上海市环境监察总队
刘义杰 上海市环境监察总队
张 松 上海市徐汇区环境监察支队
徐志强 上海市长宁区环境监察支队
陈智国 上海市静安区环境监察支队
张文亮 上海市普陀区环境监察支队
王玮群 上海市虹口区环境监察支队
李子金 上海市浦东新区环境监察支队
陆小卉 金山区环境监察支队
沈 超 上海市奉贤区环境监察支队

江苏省

栾小军 江苏省环境监察总队

李红卫 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
华中校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环境保护局
钱恺勃 常州市环境监察支队
颜允平 苏州市环境监察支队
陈鹏飞 南通市环境监察支队
孙青科 连云港沿海化工园区环保督查

中心
程志勇 东台市环境保护局
邵 峰 镇江市环境监察支队
冯 擎 泰州市环境监察局

浙江省

王 伟 杭州市大江东产业集聚区环境
保护局（经发局）

罗炜炜 慈溪市环境监察大队
邬海宁 宁波市奉化区环境监察大队
郑聪明 瑞安市环境保护局
沈中华 绍兴市环境保护局柯桥区分局
周程凯 诸暨市环境保护局
沈 斌 嵊州市环境监察大队
朱 勋 义乌市环境监察大队
陈 奔 温岭市环境监察大队
潘可托 缙云县环境保护局

安徽省

相汉宸 安徽省环境监察局
程 曦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环境保护局
岳 鹏 五河县环境监察大队
刘 辉 淮南市环境监察支队
刘 勇 寿县环境监察大队
王 昊 马鞍山市博望区环境监察中心
胡鸿飞 铜陵市环境监察支队
赵晓孔 安庆市环境监察支队
周进军 怀宁县环境监察大队
戎维军 天长市环境监察大队

福建省

陈 思 福建省环境监察总队

周水燕 福建省环境监察总队
陈志辉 福建省环境监察总队
叶儒有 福州市环境保护综合行政

执法支队
郑 瑾 福州市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陈家波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环境

监察大队
丁长业 三明市环境监察支队
刘发水 沙县环境监察大队
黄培雄 泉州市环境监察支队
李佳文 漳州市芗城区环境监察大队

江西省

杜 瑞 江西省环境监察局
龚 鹏 南昌市环境监察支队
邱 凯 南昌市环境监察支队
李小东 南昌县监察大队
陈丁丁 武宁县环境监察大队
张 奇 庐山市环境监察大队
钟建红 定南县环境监察大队
胡健俊 吉安市环境监察支队
曹 辉 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环境

监察大队
李晓荣 东乡区环境监察大队

山东省

崔文滨 山东省环境监察总队
孙明晟 山东省环境监察总队
彭应波 青岛市环境监察支队
张 雷 青岛市环境监察支队平度大队
孙志文 烟台市莱山区环境监察大队
袁秋阁 潍坊市环境监察支队
杨 旭 昌邑市环境监察大队
袁 州 临沂市环保局河东分局监察大队
冯建春 聊城市环境监察支队
秦福兵 阳谷县环境监察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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