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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对生活环境质量要求日益提高,环境问题逐渐成为当前信访工
作的焦点。文章以淄博市环境信访工作为例,总结了当前环境信访工作的现状与特点,分析产生的原因,
结合当前信访工作实际,就产业布局规划、信访工作法制化建设、建立联动调查机制、创新工作方式方
法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对策措施,以期为环境信访工作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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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people's requirements for the quality of living
environment are increasingly improved,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have gradually become the focus of current
petition work. Taking Zibo city environmental letters and visits as an example, this aritcle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nvironmental letters and visits, analyzes the reasons, and puts forwards
countermeasures in terms of the industry layout planning, legal construction of petition work, establishment of
linkage investigation mechanism, and innovation of working methods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working
practice,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environmental letters and vis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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