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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荥阳市供电公司近日集
中完成所辖变电站电缆沟的
清理工作，并对高压室、控制
室等防汛薄弱环节开展巡视
检查活动。他们立足“防大
汛、抢大险、抗大灾”，早安
排，早布置，早落实，强化防
汛指挥，筑牢夏季防汛“大
堤”。该公司按照分级管理、
分级负责、适度集中的原则，
精心修编和完善《防汛抢险
应急预案》，明确责任目标，
细化人员分工，层层落实各

级人员安全责任制；组织调
度中心、输变电运行部、市场
营销部等部门对管辖范围内
的通信线路、线路杆塔、电缆
隧道、变电站、配电房等设施
进行全面的防汛检查，并对
查出的隐患逐一进行整改；严
格执行汛期值班制度，抽调责
任心强、业务精湛的精兵强将
成立线路、变电、通信、工程等
20余个防汛专业抢险队，随
时听候命令，确保荥阳电网
安全度汛。 （孙红岩）

荥阳市供电公司
“三早”筑牢防汛“大堤”

本报讯 6月22日下午，
央视新闻频道以《闹市区的养
鸡场》为题，对河南农大养鸡
场事件进行了报道，再次引发
舆论关注。2016 年 6 月 15
日，本报以《闹市区 医院旁
竟藏个万只鸡养殖场》为题，
报道了河南农大养鸡场扰民
一事。今年6月12日，养鸡
场所有的鸡被搬迁出市区。

近日，郑州市金水区也对
外公开了关于这个养鸡场的
拆除细节。金水区区长、副区
长去该养鸡场检查时曾被挡
在门外，2016年 8月至今不
到两年时间，金水区相关部门
曾对该养鸡场下发行政处罚
事前提示书303份。目前，金
水区已对此事启动追责程序。

据介绍，2018年6月11
日，金水区环保局、农委、城市

综合执法局和东风路街道办
事处单位主要领导带领工作
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调查
处理，但农大养鸡场以科研基
地为由，不让进入现场。随后
金水区区长、分管环保工作的
副区长到场，仍未被允许进入
现场，随即向上级有关部门汇
报。经多方协调，由郑州市金
水区环保局、农委、城市综合
执法局和东风路街道办事处
组成联合执法队进入现场检
查。经现场实地调查，该养鸡
场共有鸡舍16栋，其中只有6
栋养殖有种鸡，现场接待人员
介绍目前存栏量约 4900 多
只。

2016年 8月至今，金水
区农委数次对该养鸡场进行
监督检查，提出整改要求并填
写巡查记录（10份），屡次督

促该场增加粪便污物无害化
处理设施，并建议按承诺时间
搬离。金水区东风路街道办
事处多次督促河南农大迅速
搬迁，安排专人联合执法局，
要求鸡粪日产日清、每日消
杀，下发《郑州金水区城市管
理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事前
提示书》达303份，并记入网
格日志。2018年6月11日夜
里9点多，经省政府约谈后，
河南农业大学召开会议，研究
同意该场搬离现址。针对河
南农业大学下属家禽种质资
源场利用渗坑进行处理废水
的违法行为，金水区环保局已
进行立案调查。5号鸡舍外
的渗坑和人工开凿的两条明
沟已被填埋。

目前，郑州市金水区纪监
委已对此事启动追责程序。

本报讯 为严厉打击危险
废物非法转移倾倒违法犯罪
行为，坚决遏制危险废物非法
转移高发态势，加强危险废物
全过程监管，有效防控环境风
险，5月27日至6月4日，省
环保厅成立执法检查组，对全
省危险废物经营许可持证单
位进行综合执法检查。6月
23日，检查结果出炉。

执法检查分4组对全省
危险废物综合经营单位 85
家、废矿物油收集贮存单位
31家共计116家危险废物经

营许可持证单位进行了综合
执法检查。

检查发现存在问题企业
77家，其中危险废物综合经
营单位54家、废矿物油收集
贮存单位23家。

其中，平顶山市润丰再生
资源有限公司持有平顶山市
环保局核发的危险废物经营
许可证，经营范围中不含“油
泥”。但在该企业厂区却发现
堆存100余吨从浙江、江苏运
进的油泥，此批危废未履行跨
省转移手续，目前，当地公安

和环保部门均已开展侦查调
查。

本报讯 机器、设备、原
料等已清理到位，裸露黄土
部分全部覆盖抑尘网，绿化
复垦工作正在有条不紊进行
中……6月23日上午，记者
在汝州市陵头镇与登封市宋
表矿区交界处见到，两家存
在严重污染的非法石料加工
厂已经被彻底取缔。

分包该起案件的汝州市
政府党组成员史清秀介绍，6
月6日，接到督察组交办的

“登封市宋表矿区与汝州交
界处采石场扬尘污染严重”
的案件线索后，该市立即组
织调查核实。尽管发现举报
案件所涉及的污染企业并不
在汝州市辖区，但是，该市举
一反三，进一步全面排查，并
对排查出的另外两家非法石
料场进行取缔，使困扰周边
居民的粉尘、噪音污染得到
了彻底解决。

汝州市高度重视中央环

保督察“回头看”交办的整改
问题，建立了市四大班子领导
包案的“三级责任分解工作机
制”，其中分包市领导对辖区
内相关案件负总责，乡（镇）、
街道“一把手”为案件办理召
集人，行业相关委局“一把手”
为案件办理协助责任人，对案
件逐一现场核实、办理。

同时，由市纪委牵头成
立6个案件督办组，对交办
案件全程跟踪督办，确保全
面整改到位。

6月15日，汝州市委书
记、市长陈天富实地督导中央
环保督察“回头看”交办问题整
改情况。对东建材市场和附近
住宅小区污水管网无法接入城
市主管网，只能排入临时沉淀
池的情况，陈天富要求相关单
位要高标准进行整改。目前
沉淀池内和周边垃圾已清理
完毕，并进行消毒除味处理，
接入工程正在昼夜施工。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洛
阳市公安局禁毒支队获悉，
自6月1日至8月31日洛阳
市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
3个月的坚决打击毒品犯罪、
全力收戒吸毒人员的雷霆8
号行动扫毒攻坚战（以下简
称“扫毒攻坚战”）。

据洛阳市禁毒办相关负
责人介绍，此次禁毒攻坚战
自6月20日已经全面启动，
成立了由市局党委委员张廷

璞牵头，警令部、刑侦、交警、
禁毒支队等在内的8部门共
同参加的协调机制。

据了解，此次扫毒攻坚
战将完成移送起诉毒品犯罪
嫌疑人数不低于206名，查
获吸毒人员不低于2017年
全省查获吸毒人员占比的平
均数，在押在戒吸毒人员动
态保持1321人，社区戒毒社
区康复执行率动态保持在
98%以上。

区长检查养鸡场曾被挡在门外
郑州金水区披露闹市养鸡场拆除细节

77家企业因危险废物被通报
全省危险废物经营许可持证单位检查结果出炉

汝州：领导包案 全面整改

洛阳市开展
3个月“扫毒攻坚战”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悦生

77家企业名单 扫码全知晓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郭兵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董楠 通讯员 谭瑞祥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建新

本期全国销售额“排列3”、“排列5”分别为14016140元
和9286130元。

“排列3”、“排列5”第18167期开奖公告
玩法 中奖号码 全国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排列3
直选
组选3
组选6

3435注
0注

9573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15注

132

13274
本期全国销售额“排列3”、“排列5”分别为14204798元

和9440388元。

“排列3”、“排列5”第18168期开奖公告
玩法 中奖号码 全国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排列3
直选
组选3
组选6

4740注
0注

12067注

1040元
346元
173元
10万元排列5 35注

275

27523

单注金额
1040元

346元
173元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本期河南 3D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393392元。

中奖注数
599注

0 注
1460注

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18168期

中奖号码：1 7 4
单注金额

1040元
346元
173元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本期河南 3D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321412元。

中奖注数
554注

0注
461注

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18167期

中奖号码：4 8 9
“中原风采”２２选５开奖公告

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330786元，
中奖总金额为144974元。

每注金额
32926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167期
中奖号码

1 3 11 17 21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奖注数
2注

190注
3841注

180注
158注

15注

“中原风采”２２选５开奖公告

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333776元，
中奖总金额为268927元。

每注金额
14717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8168期
中奖号码

4 8 16 20 21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奖注数
3注

451注
5532注

238注
395注

74注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结果

中奖
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4138036 元，本省中奖总金额：
6499407元。

红色球

08
蓝色球

11 16 19 22 25 30

第2018072期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5128649元
30251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19注
101注

2422注
108318注

1714720注
24823882注

0注
2注

69注
3492注

62048注
982605注

第 18072期

本期全国销售额 10305278 元，15404644.67 元 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电脑体育彩票“七星彩”开奖公告

中奖号码：7 9 6 5 7 5 8
全国中奖注数

0注
4注

168注
1952注

24029注
287976注

单注金额
0元

56028元
1800元

300元
20元

5元

奖 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联网销售超级大乐透开奖公告

奖 级
一等奖

一等奖（追加）
二等奖

二等奖（追加）
三等奖

三等奖（追加）
四等奖

四等奖（追加）
五等奖

五等奖（追加）
六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2注
1注

61注
37注

591注
265注

20513注
8534注

438302注
185032注

4597697注

单注金额
10000000元

6000000元
166210元

99726元
7170元
4302元

2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第 18072期
中奖号码：05 12 17 24 26 01 02

本期投注总额为 224650873 元,5981278505.68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闹市区 医院旁 竟藏个万只鸡养殖场》新闻追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