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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河道清淤”，实为“疯狂采砂”？
信阳市水利局：已成立调查组，浉河治理不存在非法采砂问题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鑫 通讯员 姜烽烜 汪星晨 文图

11月以来，有关信阳浉
河治理工程中，“施工单位
借助清理河道淤泥的便
利，非法盗采河砂”的说法
甚嚣尘上，引发社会各界
关注。河道清淤疏浚产生
的泥砂应如何处理？采砂
对浉河生态造成多大影
响？采砂卖砂创造了多少
利润？这些利润归属该如
何界定？带着这些疑问，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分别于 11月 11 日、11月
24日，深入浉河治理现场
和渣土消纳场，揭开此事
的重重迷雾。

网帖质疑：
施工企业左手“清淤”，
右手卖砂获利？

2018年 11月开始，信
阳市民发现，在浉河上3座
桥梁持续施工的同时，从彩
虹桥的河道开始，至市中心
的关桥，800多米长的浉河
河道内出现了大型机械和
运输车辆，对河床进行施
工。此后，从彩虹桥向下游
至京广铁路桥，10余公里的
河道两侧都建起围挡，浉河
治理工程进入高潮阶段。

随后，质疑浉河治理过
程中只开采河砂不管淤泥
的网帖开始出现，有网帖
说：信阳市浉河系统治理工
程，打着清理河道淤泥的名
义非法盗采河砂，施工方没
有清运淤泥，而是把下面的
河砂挖出销售，再把垃圾和
淤泥填埋，每天都有工程车
进出把河砂拉走贩卖。

也有网友指出，浉河河
道清淤治理项目的中标方
本是河南省水利第二工程
局（下简称豫水二局），然而
群众反映的却是一家名为

“信阳市金科再生资源有限
公司”（下简称金科公司）的
公司施工，现场拉运河砂的
车辆都统一印有“金科资源”
的字样。运输车辆将浉河河
道内的泥砂全部运往特定场
所：位于信阳市羊山新区北
湖管理区一处名为金科资源
的工地。该场所不仅有浉河
治理的运输车辆出入，还有
许多买砂车辆出入。

记者暗访：
浉河河砂都去哪儿了？

“网帖出来后，白天基
本都停工了，但每天早上7
点左右，有几台挖掘机在施
工，还都围上了围挡。”11月
12日，居住在琵琶桥附近的
刘先生说道。

记者来到金科公司渣
土消纳场。在消纳场门口，

记者表示想打听购买河砂事
宜，但未被允许进入。记者
使用无人机看到，场地上的
泥砂堆积如山，有货车正在
装载砂石。消纳场门口多名
司机称，他们是来买砂的。

11月 25日下午，记者
来到正在施工的浉河河道
内实地探访，发现浉河两岸
的围挡已全部拆除。正在
现场巡视的信阳市浉河治
理工程建设负责人李友光
称，市民看到的在河床上采
挖泥砂，正是浉河治理中的
河道清淤疏浚施工，河两岸
的围挡是按照施工工地扬尘
治理要求设置的，拆除围挡，
是能够让市民亲眼看到浉河
治理的实际情况。

通过一座设在浉河南
路岸边的车辆冲洗车间，记
者沿施工便道进入信阳市浉
河系统治理工程第二标段。
便道由河道内挖出的泥砂铺
成，便道两侧堆积着淤泥。

在施工现场，信阳市浉
河系统治理工程的监理单
位——江淮监理站总监李
声明称，信阳市浉河系统治
理工程的首要工作是为浉
河清淤疏浚，要将河床上的
泥砂等清理出去，工程完工
后，汛期行洪更通畅。李声
明说，目前浉河治理挖出来
的“河砂”，含砂率远达不到
生产混凝土的质量要求，“随
着‘淤泥山’逐渐干燥、结块，
将被运往渣土消纳场”。

建设方回应：
淤泥得在河床上晾晒
销售河砂弥补运费

随后，记者来到一座位
于便道旁的围堰外侧。围
堰由河道内采挖出来的泥
砂合围而成，围堰内则是黑
色的稀泥。“堆成山的淤泥，
是经过晾晒结块的，刚清理
出的淤泥，像融化的沥青。”
李友光说，由于淤泥的特性
和环保方面的要求，河道内
清理出来的淤泥，不能直接

运输，需要晾晒结块后，由
密封的渣土车运往消纳场。

“豫水二局是国有企业，
作为施工单位，不会做出只
挖河砂、不管淤泥的事情。”
在施工现场，信阳市浉河系
统治理工程施工单位豫水二
局项目副经理胡杨春称。

对于河砂被金科公司
售卖的情况。李友光称此
事属实，但已按程序经过相
关部门批准，因填埋生活垃
圾、建筑垃圾及清洗后无用
的淤泥需要专门的填埋场
地并支付弃土填埋费用，运
输也要支付费用，工程概算
未列此项费用，计划通过出
售筛分、清洗后的河砂补偿
此项费用。

2019年 2月水利部出
台了《水利部关于河道采砂
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
确提出“因整治疏浚河道进
行河道采砂的，应当编制采
砂可行性论证报告，报经有
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
批复同意”。按照新的规
定，经市水利局报请省水利
厅同意，项目建设管理单位
编制了相关论证报告。由
于弃土量巨大，处理成本高，
如选择与有弃土处置资质和
场地的企业合作，利用企业
现有场地填埋弃土、筛洗和
销售河砂，可节约弃土处置
成本，保证河道清淤疏浚工
程的顺利实施。

豫水二局经考察论证，
确认金科公司符合相关资
质和条件，并与金科公司签
订协议，由金科公司对清淤
弃土进行运输和处置，所得
的河砂收益作为冲抵超运
距运费及消纳场弃土占用
费等费用，结余部分作为金
科公司企业效益。

关于金科公司销售河
砂的收益，记者查阅车辆运
行发现，截至10月31日，金
科公司共销售河砂及砂性
土 14.1 万 吨 计 923.04 万
元。据了解，金科公司的水
洗砂主要销售给信阳市中

心城区商砼公司。

最新进展：
成立调查组
不存在非法采砂问题

关于网民反映的“信阳
借城区浉河治理盗卖河砂”
一事，信阳市水利局回应记
者称，信阳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成立了调查组。

调查情况如下：一是浉
河治理清淤疏浚工程采砂
经过相关部门批准并按设
计要求实施，不存在“打着
清理河道淤泥的名义非法
盗采河砂”问题。二是现场
未发现有专门挖砂、回填淤
泥和垃圾等现象。河道内
堆积的泥砂，是由于浉河清
淤疏浚的泥砂含水量大，无
法随挖随运，必须在河道内
拢堆晾晒后方能上路运输；
河床两侧边沿预留的部分
淤泥，是按照水生态建设要
求，为后期种植水生植物专
门预留的腐殖土。三是关
于“信阳市金科再生资源有
限公司在施工”的问题，由
于该工程中标单位没有渣
土运输资质和填埋场地，Ⅱ
标段中标单位河南省水利
第二工程局经过考察论证，
与符合相关资质和条件的
信阳市金科再生资源有限
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约定
由中标单位负责按设计标准
进行清、挖、装载等工程施
工，金科公司负责淤泥弃土
的运输和处置。工程中标方
仍然是河南省水利第二工程
局，金科公司只是按照与中
标方协议约定负责清淤产生
的弃土运输、处置工作。

信阳市水利局表示，下
一步，他们将按照调查组提
出的意见，督促参建方科学
安排施工计划，确保按时完
成工程任务，加大对工程的
全过程监管力度，确保工程
质量安全，严格落实扬尘管
控措施。还会及时公布信
息，主动接受监督。

河道里刚刚清理出来的淤泥正在晾晒

男子自曝
在西安有2套廉租房
后删帖称酒后胡说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吕高见

本报讯 连日来，网友“西安
时总”在其个人头条号发布消息
称，在西安有2套廉租房、有8套
别墅、3套普通住宅，到过17个国
家，引发网友热议和质疑。事发
后，当地相关部门介入调查此事。

“西安时总”曾在网络上发文
称：目前在西安有8套别墅，3套
普通住宅，2套廉租房。网传截图
显示，该网友认证为西安旅游达
人，其自称在西安打工15年，从一
个送水工到集团董事长，从穷光
蛋到亿万富豪。目前到过17个国
家，有生之年游遍世界100国。

西安市廉租房是政府为解决
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福利性
住房，其申请条件之一为申请人
及其家庭成员名下均无工商注册
公司及公司参股。显然，如果按
照“西安时总”发帖内容，他完全
不符合相关廉租房的条件。

记者搜索发现，“西安时总”所
发布的帖子目前已删除，不过，他连
续发布三条声明，大致内容是：其发
布廉租房的事，纯属酒后胡说。并
称，在西安只有一套房，没别墅，更
没廉租房，是很普通的老百姓。

11 月 27 日，记者表明身份
后，多次给“西安时总”留言并私
信，截至当晚发稿，未获任何回
复。在“西安时总”发布的多个帖子
下方，有很多网友跟帖留言，大家质
疑声不断。也有网友曝出，“西安时
总”系西安一商贸公司负责人。

此前，西安市委网信办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称，发帖人时某，系
甘肃人，在西安工作多年，并娶妻
定居，他家里只有一套普通住宅，
没有廉租房，网帖内容是他酒后
发布，内容不实。

11月27日下午，记者联系到
了西安市委网信办办公室，一名
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不清楚此事，
对于此前发布的消息，并非官方
渠道，他们没有发布新闻的权利，
具体需要咨询西安市委宣传部。
而另一名工作人员则表示，目前
正在调查此事。

“稍后会统一进行发布。”当
天下午，西安市委宣传部一名工
作人员在接受大河报记者采访时
称，具体调查结果可关注“西安发
布”和“西安市住建局”官方微
博。但截至当晚记者发稿，上述
两个官方微博未见关于“西安时
总”调查结果信息。

而西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电话，记者多次拨打，一直无人接
听。记者从当地权威部门获悉，
目前，西安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
就此事已与警方联系展开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