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版│102018年6月 11日 星期一
组版编辑 冯军福 王歌 赵文心 美编 单莉伟

●● ●● ●●

一、郑州市（X410000201806020001）
反映问题：
荥阳市贾峪镇龙卧洼村卧龙石化与中国石

油中间有个小路向北 50 米，郑州龙源新型建材

科技有限公司无环评手续。

调查核实情况：
荥阳市贾峪镇龙卧洼村卧龙石化与中国石

油中间有个小路向北50米，郑州龙源新型建材
科技有限公司，经现场核查，该公司环保手续齐
全，该建设项目2014年 5月 14日通过郑州市环
境保护局建设项目审批，审批文号为:郑环建表
〔2014〕105号。2015年 7月 6日通过郑州市环
境保护局建设项目竣工验收，验收文号为:郑环
审〔2015〕019号。该企业在日常监管中未发现
存在环境违法行为。同时，企业按照执法部门
要求,已委托第三方对该厂于 2018年 6月 5日
上午进行了环境质量监测，初步了解结果数值
暂符合要求，但环境监测结果暂未出具。举报
不属实，现场核查情况与荥阳市自查情况一致。

二、郑州市（D410000201806010019）
反映问题：
郑州市管城区南曹乡于庄村有很多粉碎塑

料颗粒小作坊，离南水北调干渠很近，废水随意

排放，污染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
督办问题所述区域位置在管城区南曹乡于

庄村东南角，2018年 6月 3日，管城区接到上述
交办问题后，组织区环保局、南曹乡立即赶赴现
场，开展调查。2017年有几家粉碎塑料颗粒小
作坊，在 2017 年“散乱污”企业取缔整治工作
中，于5月4日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区环保局、南
曹乡政府对于庄村内的“散乱污”企业进行了专
项整治、取缔，共清理 3家小作坊。现场只有私
搭乱建的建筑，一家收废塑料的废品收购站和
废弃塑料物料。现场没有发现正在生产的粉碎
塑料颗粒小作坊，也未发现有废水外排现象。
所以举报的“郑州市管城区南曹乡于庄村有很
多粉碎塑料颗粒小作坊，离南水北调干渠很近，
废水随意排放，污染环境”不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2018年 6月 4日管城区环保局、南曹乡政

府、区商务局、区执法局对该区域一家废品收购
站进行取缔，现已全部取缔完毕，并对周边村容
村貌环境进行综合整治。

三、郑州市（D410000201806020043）
反映问题：
郑州市金水区黑庄路与中州大道交叉口向

西 200 米路北，路边有人占道经营卖砂石水泥，

扬尘污染严重。

调查核实情况：
该地点位于金水区未来路街道办事处燕庄

行政村黑朱庄自然村，已于 2007年 10月进行
城中村改造，2017年底村民已陆续搬迁入住。
2018年 5月 9日，金水区城市综合执法局未来
路中队接到群众举报黑庄路中州大道向西 200
米路北占道卖水泥砂石情况后，于 2018年 5月
10日组织人员到现场，依法对黑朱庄村民周新
伟的经营工具进行先行登记保存，并对该经营
点进行取缔，同时安排网格长、村干部进行 24
小时巡查，力避其死灰复燃。6月 2日晚，金水
区未来路街道办事处分管领导岳郑华，大气办、
网格长、协和城邦社区书记赵颉，夜班值守人员
吕江灵等立即前往现场进行查看，经现场核实，
黑庄路与中州大道交叉口向西200米路北及周
边并没有人占道经营卖砂石和卖水泥现象。6
月 3日，金水区执法局未来路中队再次对该路
段进行巡查，未发现此类现象。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下一步，将继续加大巡查力度，严格按照

“六位一体”的巡查机制，对辖区开展“针对性、
深层次、无缝隙、全方位”立体大巡查，确保辖区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360度无盲区、无死角。对
该路段采取专人盯守、不定时巡查等措施，确保
占道现象不反弹，努力保障市民生活环境的干
净、整洁。

四、平顶山鲁山县（D410000201806010055）
反映问题：鲁山县尧山镇生活污水排入沙

河，严重污染河水，气味难闻。

鲁山县尧山镇于 2016 年自筹资金 300 多万

元建成了设计处理能力 400 吨/日的污水处理

厂，采用预处理+一体化生物池+紫外线消毒处

理工艺，目前实际处理量为 200 余吨/日。自污

水 处 理 厂 建 成 运 行 以 来 ，镇 区 生 活 污 水 已 实

现全部集中收集处理，达标排放，各项因子均符

合《 城 镇 污 水 处 理 厂 污 水 排 放 标 准 》

（GB18918-2002）一级 A 排放限值要求。

反映问题的调查核实和处理情况：
（一）反映的“尧山镇生活污水排入沙河”问

题，属实。6月3日上午，经鲁山县尧山镇政府组
织人员现场调查，发现镇区污水处理厂管网汇水
口处（距污水处理厂约60米）有轻微破损，导致少
量污水溢出，并经雨水渠排入沙河。查明问题后，
尧山镇政府立即组织人员对污水管网汇水口破损
处进行全面维修加固，并对镇区污水输送管道进
行全面排查，加设盖板。6月6日已整改到位。

（二）反映的“严重污染河水，气味难闻”问
题，不属实。6月 6日，经鲁山县环保局监测站
对尧山镇污水处理厂排污口下游 100 米、500
米处各取水样进行水质监测,结果显示：各项指
标 均 符 合《地 表 水 环 境 质 量 标 准》（GB
3838-2002)III类标准限值。现场采样时，沙河
水质清澈，不存在水体污染和气味难闻现象。

责任追究情况：6月 6日，经尧山镇党委、纪
委研究决定，对负有监管责任的尧山镇尧山村
党支部书记尧山村环境保护网格长戴书建、尧
山镇环保所所长高域轩两位同志处以党内警告
处分。

五、平顶山叶县（D410000201806020076）
反映问题：平顶山市叶县田庄乡后李村二

组迈德隆门厂喷漆，废气污染环境，从 2016年开

始无任何环保验收手续生产至今。向当地环保

局投诉多次未解决。

“迈德隆门厂”即：河南迈德隆门业有限公

司年产 3.5 万套室内烤漆门项目。位于叶县田

庄乡后李村东头，法人代表段绿化，主要产品为

室内烤漆门；主要原辅材料为板材、油漆；设计

年产量为 3.5 万套，主要生产工艺为：木材→下

料→成型→打磨→贴纸→喷漆→成品→包装；

该项目环评文件于 2017 年 9 月经叶县环保局审

批，文号为叶环审（2017）100 号，目前尚未环保

验收。

反映问题的调查核实及处理情况：
（一）反映的“迈德隆门厂喷漆，从2016年开

始无任何环保验收手续生产至今”问题，部分属
实。经调查，该公司于 2016年 8月从外地搬迁
至叶县田庄乡后李村，利用老粮库作为厂房进行
建设，2016年 9月建成投产，同年9月叶县环保
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未经环保部门
审批擅自开工建设并投入生产。对此，叶县环保
局执法人员当即责令该公司立即停止生产，并对
其“未批先建”、违反“三同时”制度环境违法行为
分别立案查处。2017年9月16日环评文件经叶
县环保局审批后，该公司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进
一步完善了配套的环保设施后于 2017年 12月
开始恢复生产。为督促其按相关规定尽快完成
验收，叶县环保局于2018年 3月 14日对该公司
下达了限期验收通知。接通知后，该公司开展了
验收监测并正在编制验收报告，但至目前尚未按
规定向环保部门报备验收文件。

（二）反映的“废气污染环境，向当地环保局
投诉多次未解决”问题，不属实。2017年 12月
复产后，叶县环保局曾于2018年 5月 21日接到
居民对该公司的信访举报（通过叶县信访局
转），后李村村民反映该公司废气污染环境问
题。叶县环保局受理后立即责成环保执法人员
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现场检查时，该公司
因组织验收，处于正常生产状态，配套建设的废
气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虽然如此，该公司
生产现场仍有一定油漆气味，引发信访投诉。
按照该公司环评批复的“如出现环境污染纠纷
应立即无条件停产”要求，叶县环保局于 2018
年 5月 22日责令该公司停产协调解决厂群纠
纷；为确保停产到位，致函叶县发改委对其采取
强制断电措施，同时在该公司派驻驻厂人员进
行24小时监管。5月 21日以后，确实接到过居
民对该公司的数次举报，称该公司擅自恢复生
产。经环境执法人员多次现场调查，举报的擅
自恢复生产情况不属实。

问题解决情况：由于厂群关系沟通不畅，该
公司不愿继续在此地进行生产经营，主动进行
易地搬迁。并于 6月 1日开始拆除设备，预计 6
月底拆除完毕。

为尽可能地减少拆迁对当地环境及周边居
民的影响，叶县环保局要求该公司要切实落实
环境安全主体责任，对存留的废油漆渣、废油漆
桶等危险废物，按照要求交由有危险废物处置
资质的公司处置；叶县环保局也将通过高频次
执法检查，督促该公司环境保护措施落实到位，
严防拆迁过程造成环境污染。

六、安阳市文峰区永明路香格里拉小区
（D410000201806010038）

问题：文峰区永明路街道办事处香格里拉

小区北门的搓一顿、志喜烧烤、干锅羊排、秘制

大盘鸡等四家饭店，虽然安装了油烟净化器，但

还是有油烟污染现象。其中搓一顿饭店使用大

型液化气罐，存在安全隐患。

责任单位：文峰区人民政府
责任领导：李渝淼（文峰区政府副区长）
责任人：张勇（区行政执法局局长）
高居阳（文峰区永明路街道办事处主任）
调查情况：经现场调查，信访人反映的问题

基本属实。 4 家饭店均安装了装置功率为
100W、处理风量为 2000m3/h 的油烟净化装
置，不存在未开启现象，且均保持了定期清洗。
但是因设备功率小，不能完全满足油烟净化的
需要，给居民生活带来了一定影响。

整改情况：
1.区行政执法局经过现场调查后，于 6月 3

日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 4家门店停业整
顿，并责令于 6月 5日 12时前全部更换高功率
的油烟净化装置。目前，4家门店均更换了由众
旺环保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众旺牌静电复
合 式 饮 食 业 油 烟 净 化 设 备（产 品 型 号
SDZW4000m3/h，油烟去除率 90%以上，处理
风量6000m3/h~20000m3/h）。

2.按照《河南省安全生产条例》有关规定，
搓一顿饭店的液化气罐已由商户自行拆除到
位。

追责情况：
1.文峰区行政执法局党组对永明中队中队

长赵文祥进行诫勉谈话。
2.永明路办事处纪工委对香格里拉社区副

主任马丽君进行诫勉谈话。
七、濮阳市华龙区（D410000201806020020）
反映情况：
濮阳市华龙区孟轲乡绿城路中段，信达车

站对面的利伟石料厂没有任何防尘措施，运输

车辆进出扬尘污染严重。

调查核实及处理情况：
经查，该厂为租赁厂地且无手续销售经营

砂石料，不涉及生产粉碎加工，销售运输过程中
存在扬尘污染。现场核查时，销售点有简易厂
房，并存放有砂石料。

接到交办通知后孟轲乡人民政府立即对该
处进行取缔，组织该乡城管、环保办等职能站所
50余人，出动大型机械及运输车辆立即对该违
规砂石料销售点进行取缔。截至目前，该销售
点存放的砂石料已全部清运，裸露地面已洒水

进行全覆盖，拆除了其简易厂房，并责令经营户
写出书面保证不再违规销售砂石料。

孟轲乡纪委对利伟砂石料厂所在胡干城村
的包村科级干部郭超通报批评、包村干部翟杰
峰诫勉谈话、村网格员胡会杰（非党）行政警告
的处理决定，同时对环保办主任靳庆龙进行诫
勉谈话。

八、三门峡市（D410000201806020062）
反映问题：
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阳店镇下村好

阳河下面，沟水坡水库上游 1 公里处，个人占地

非法开采河砂，无任何手续，破坏植被、损坏河

道。去年环保大整治期间，当地环保局要求该

砂场搬迁回填、恢复原貌，但是督察组人员走后

该砂场又准备开始生产，手续作假，打着河道治

理的旗号挖砂、采砂，套取河道治理资金，当地

政府部门处理不彻底，未整改到位。

办理情况：
反映的下村砂场在 2017 年 5月开展的环

保“散乱污”企业集中整治行动中已列入取缔整
治范围，同年6月，对该砂场设备进行拆除。

接到举报后，组织相关部门立即进行了现
场核查，没有发现生产迹象。经调阅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水利、财政等相关部门，未向该砂场
拨付过河道治理资金等项目资金。6月 5日，出
动吊车一辆、拖车两辆对场内已拆除的废旧设
备进行彻底清运。

对于该砂场设备取缔不彻底问题，分别给
予阳店镇安全环保办公室副主任吴进峰、阳店
镇下村村党支部书记、网格长杜广军党内警告
处分。

九、濮阳市范县（D410000201806010043）
反映问题：
濮阳市范县张庄乡敬老院南 300 米路西，

往里走 50 米有一家无名化工厂，用三聚氰胺、

工业尿素、甲醛做建筑模板用胶水，生产过程中

气味呛人，曾多次向范县环保局反映未解决。

调查核实及处理情况：
经查，信访人反映的为濮阳起祥工贸有限

公司，年产 1.8万吨胶加工项目，主要生产脲醛
树脂胶。该项目在生产过程中有废气产生和固
废产生。

该项目于2017年开展了建设项目现状环境
影响评估工作，列入清改项目，2017年 10月在
范县大河网进行了公示并取得了备案文件。

信访人举报部分属实。按照《濮阳市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全市化工企业推行“红、黄、
蓝、绿”标识制度的实施意见〉》（濮政办〔2018〕
37号）“不再以化工为主导的产业集聚区或化
工园区的化工企业全部进入园区”的相关要求，
责令该公司搬迁至范县产业集聚区濮王产业园
内。该企业主认为在原址改造不能达标，主动
拆除了相关生产设施、设备，现已拆除完毕。

关于群众多次举报问题,2018 年 3 月 19
日、5月 21日接到举报，范县环保局执法人员分
别对该公司进行现场检查，于 5月 23日下达了

“责令纠正环境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该公司
立即进行停产整治，并令其对成品罐进行进一
步密闭，以降低无组织气味逸散，经有资质单位
监测合格后方可进行生产。该公司于5月21日
已停产至拆除。

十、商丘市（D410000201806020031）
举报内容：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 105 国道老收费站东

侧 100 米，最里面有玻璃厂、翻砂厂，排放难闻

气味，烟尘飘落庄稼地导致农作物死亡。

调查核实及处理情况：
商丘市睢阳区冯桥镇105国道老收费站东

侧100米，原有一家翻砂厂，翻砂厂为“散乱污”
企业，在 2017年 5月我市开展清理“散乱污”专
项行动中，已被取缔拆除。拆除后商丘宝泰玻
璃加工有限公司，租用翻砂厂旧厂房，生产厨卫
玻璃，该公司 2017年 10月 13日办理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商睢环审〔2017〕139
号），并落实各项环保制度，于 2018年 3月份建
成并调试，5月 10日已与第三方签订验收合同，
准备验收。

2018年 6月 4日，我区对商丘宝泰玻璃加
工有限公司进行调查，根据举报内容，我们对厂
区周边的村民进行了走访调查，据冯桥镇安楼
村村民王义德、安道坤和安楼村张庄村民张德
轩及安楼村西张庄村民张心友、张齐友反映，平
时在农田干活时并未闻到难闻气味，也未发现
有烟尘飘落和农作物死亡现象。

经现场核实，没闻到刺鼻难闻气味，未见烟
尘飘落和农作物死亡现象。举报不属实。

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该公司存在1.环境卫生
较差；2.产品堆放不规范，较为凌乱；3.污水沉淀
池设备维护管理较差的问题，已现场责令其定
期清理维护,加强管理，并责成冯桥镇政府举一
反三，对辖区内企业彻底排查，同时做好周边群
众间的邻里关系，消除不必要的误会，避免类似
事件发生。

追责情况：
无。
十一、周口市（D410000201806030035）
反映情况：商水县委南 300 米南干渠，几十

年来沿岸企业一直向渠内排污水，现在这些企

业倒闭，大排污口被封堵，但是生活污水口还在

排污，河内有大量垃圾，河水被严重污染。

调查核实及处理情况：
（一）关于生活污水向南干渠排放，河内有

大量垃圾问题。经查，群众反映问题基本属
实。2017 年之前，南干渠共有七处排污口，
2017年 5月份，商水县环保局实施了南干渠 7
个排污口截污纳管，并铺设了 6公里污水管网，
解决了污水乱排问题；2017年 11月，商水县城
管局接管南干渠河道综合整治工程以来，对沿
河两岸垃圾进行了清理，并于2018年 5月 24日

清理完毕，清理后用硬质围挡封闭了河道沿岸，
并在干渠北岸放置了垃圾收集桶，解决了垃圾
乱倒问题。

（二）关于河水污染严重问题。经查，群众
反映问题属实。该问题是由于南干渠近 35年
来未清淤造成的。目前，施工单位正在进行降
水清淤，并在三里桥闸处设置了截污设施，污水
已不再向下游排放，现有污水已抽排至商水县
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三）整改措施。1.成立项目指挥部，精心
编制方案。根据南干渠河道污染问题，商水县
委、县政府决定实施商水县南干渠河道综合整
治工程。该工程起点自赵桥闸，终点至三里桥
闸。一期主要建设内容：生态湿地建设、铺设污
水管网 18.5公里、7个排污口改造、河道疏浚清
淤等，投资约9800万元；二期主要建设内容：护
坡、沿岸绿带、沿岸道路、人行步道、亮化景观
等，投资约15200万元。目前，南干渠河道综合
整治工程一期已完成招标，施工单位已进场施
工。2.加快推进降水清淤进度。南干渠综合改
造工程须清淤约 135000 立方米，目前已清淤
34000立方米。3.做好两岸房屋拆迁及附属物
清除。南干渠综合改造项目涉及两岸民房拆迁
487户。目前，已拆迁 462户，6月底可完成拆
迁及两岸附属物清除。

（四）责任追究情况。经商水县纪委研究决
定，给予城管局局长何四良诫勉谈话，并全县通
报，县城管局向县委县政府写出深刻检查；给予
城管局副局长王建诫勉谈话，写出深刻检查；给
予城管局供排水股股长吕国朝行政记过处分；
给予商水县环境监察大队中队长李高峰、黄春
雷、李淑杰行政记大过处分。

十二、漯河市（D410000201806030080）
反映情况：漯河市召陵区姬石镇庙陈村刘

立渡口自然村沙河两岸拆迁施工扬尘污染严

重。

调查核实情况：
经调查，举报转办件问题部分属实，该地点

位于漯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淞江路以北、沙
河大道以南沙河段，占地面积 2113亩，属于城
郊接合部。该项目建设为PPP沿河开发综合整
治项目，目的是为了打造沙澧河景观，改善周边
的居民生活环境，属于群众身边问题和生活服
务业。刘立渡口村于2016年 10月 10日进行征
地拆迁，2018年 3月 16日已拆迁完毕，并非举
报转办件所反映的拆迁施工作业。针对群众反
映的扬尘污染严重问题，经现场核实，该开发建
设中涉及刘立渡口村拆迁建筑垃圾清运，在工
地内建筑垃圾进行场内内部倒运过程中，因抑
尘措施未完全到位，建筑垃圾装卸及车辆行驶
过程中造成部分扬尘。

处理和整改情况：漯河市高度重视，第一时
间将问题移交给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调
查处理，一体化示范区扬尘办已对该项目施工
单位下发督办通知，要求迅速整改，并对该项目
施工单位、负责人及监理单位进行处罚。目前，
沿河 PPP 综合整治项目裸露黄土覆盖基本到
位，建筑垃圾清运过程中按照有关扬尘防治措
施湿法作业，雾炮正常运行，上路车辆冲洗到
位，施工工地道路湿润。该项目公司漯河市两
河四湖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已对沙河沿岸综合整
治PPP项目 SGI标项目部处以 10万元罚款，对
现场主要负责人王庆杰处以5000元罚款，对漯
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沙河沿岸综合整治PPP
项目监理七标段处以2万元罚款。

十三、驻马店市（D410000201806020040）
反映情况：1.驻马店市泌阳县付庄乡与贾

楼镇中间黄连岗村北 500 米，河南枫华种业养

猪场污水未经处理直排板桥水库，污染水源。

2.驻马店市确山县大槐树村向西 3 公里，河南枫

华种业养猪场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

查办结果：
1.关于反映“河南枫华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泌阳分公司污水未经处理直排板桥水库，污染
水源”问题。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不属实。经
调查，河南枫华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泌阳分公司
配套建设有污水处理站1座，主要设施有：粪污
干湿分离器、沼气池、混凝气浮设施、水解酸化
池、厌氧处理池、好氧处理池、沉淀处理池、晾粪
场，及事故池、雨水收集池、污水暂存池，配套生
态藕塘、生态藕塘退水池、消纳沼液沼渣土地
350亩。调查时，粪污处理和综合利用设施运
行正常。调查人员调取了驻马店市环境监测站
板桥水库饮用水源地水质考核监测报告（2018
年 1月至5月份），监测报告显示，板桥水库饮用
水 水 源 水 质 满 足《地 表 水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GB3838-2002）Ⅱ类水体水质要求。

2.关于反映“河南枫华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确山分公司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问题。经
调查，群众反映问题不属实。河南枫华种业股
份有限公司确山分公司养殖场建设有集粪沟、
沉沙集水池、搅拌池、干湿分离机、水解酸化池、
厌氧反应池、污水三级沉淀池、防晒堆粪棚、沼
液储存池等污染防治设施，养殖过程中圈舍内
产生的粪水通过粪沟集中到沉沙集水池，再通
过干湿分离设备把粪渣、废水分离，分离出的粪
渣出售或提供给周边群众使用，分离出的废水
进入厌氧反应池发酵后自然排入三级沉淀池，
废水经处理后进入氧化塘，氧化后用于农田灌
溉进行土地消纳。现场检查发现，该企业污染
防治设施运行正常。通过对厂区周边进行实地
勘察，未发现该企业养殖废水外排现象。

整改措施：
1.责成河南枫华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泌阳分

公司加强养殖粪污污染治理和综合利用设施的
维护和管理，确保污染治理和综合利用设施长
期稳定正常运行。

2.责成泌阳县畜牧局要加强对河南枫华种
业股份有限公司泌阳分公司养殖废物综合利用

科学指导，提高综合利用的管理水平。
3.责成泌阳县环保局要进一步加强对河南

枫华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泌阳分公司环境监测监
察执法监管，增加日常巡查检查、监督监测频次。

4.责成泌阳县付庄乡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
河南枫华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泌阳分公司日常监
督管理。

5.责成确山县任店镇政府落实属地管理责
任，监督河南枫华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确山分公
司落实好各职能部门的相关要求。

6.责成确山县畜牧部门对河南枫华种业股
份有限公司确山分公司加强监管，杜绝偷排现
象，并监督好企业生产废水用于土地消纳。

7.责成确山县环保局对河南枫华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确山分公司加强监管，如发现偷排现
象，立即依法严查。

十四、驻马店市（D410000201806020041）
反映情况：驻马店市确山县三里河乡独立

树村西 200 米路南，新兴砖厂和确山红页砖厂

的烟囱排放黑烟、粉尘污染环境，附近的农作物

大面积死亡。

查办结果：
1.关于反映“烟囱排放黑烟”问题。经调

查，群众反映两家公司烟囱冒黑烟问题不属
实。确山县红页新型墙材有限公司建设脱硫塔
一座，窑内工业废气通过抽风机传送至脱硫塔，
经过脱硫、降尘等措施后达标排放至大气，并安
装自动在线监控设备。经排查，该企业脱硫塔
运行正常。通过走访周边群众，未反映企业烟
囱冒黑烟的现象。2018年 4月，确山县环境保
护局执法人员对该公司进行检查过程中，发现
该公司数据有超标现象。针对企业存在的违法
事实立即立案查处，并下发了责令（限期）改正
决定书（确环罚责改〔2018〕第 169号）、行政处
罚事先（听证）告知书（确环罚先告字〔2018〕第
9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确环罚决字〔2018〕第
78号），目前案件正在办理中。

确山县新兴墙材有限公司建设脱硫塔一
座，窑内工业废气通过抽风机传送至脱硫塔，经
过脱硫、降尘等措施后达标排放至大气，并安装
自动在线监控设备。询问周边群众，没有发现
企业烟囱冒黑烟的现象。2018年 5月，确山县
环境保护局执法人员对该公司进行检查过程
中，发现该厂数据有超标现象。针对企业存在
的违法事实立即立案查处，并下发了责令（限
期）改正决定书（确环罚责改〔2018〕第180号），
目前案件正在办理中。

2.关于反映“粉尘污染环境”问题。群众反
映确山县红页新型墙材有限公司粉尘污染环境
问题属实。调查组对该公司检查时该企业存在
厂区路面未及时洒水保洁环境违法问题。针对
该公司存在的环境违法行为，确山县环境保护
局立即对企业进行了立案查处，下发了责令（限
期）改正决定书（确环罚责改〔2018〕第 168号），
并要求企业停产整治。

群众反映确山县新兴墙材有限公司粉尘污
染环境问题不属实。调查组对该公司检查时其
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正常，厂区路面洒水保洁到
位，无粉尘污染环境问题。

3.关于反映“农作物大面积死亡”的问题。
经调查，反映不属实。调查组对确山县红页新
型墙材有限公司、确山县新兴墙材有限公司周
边农作物进行排查，并向当地群众了解情况，未
发现农作物大面积死亡。

整改措施：
1.责成确山县三里河街道办事处切实履行

好属地管理责任，加大对企业的监管力度；
2.责成确山县农业部门继续对周边农作物

污染事件进行跟踪调查，发现污染问题立即依
法查处；

3.责成确山县环保局对企业加强监管，如
发现企业存在环境违法行为立即依法严查。

十五、邓州（D410000201806020047）
反映问题：邓州市文渠乡花园村南，一家养

猪场粪便直接排入村中间池塘内，渗入地下，污

染地下水，夏天苍蝇蚊虫特别多，气味难闻。邓

州市环保局没有进行任何处理。

处理情况：由于该养殖场位于村内，养殖粪
污直接排放，影响周围居民正常生活。邓州市
环保局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要
求该养殖企业立即停止养殖，清理外泄的粪污，
消除污染危害。

后督察情况：2018年 6月 6日市攻坚办组
织畜牧、环保、文渠镇政府、尹洼村委会对该养
殖户的整治情况进行后督察，发现该养殖户已
将存栏的生猪转卖或转场由其他人代养，猪舍
进行了超出，对坑塘内的粪污进行抽取，施入土
地消纳，并对坑塘进行了回填。

调查结论：该养殖户已停止养殖，已清理外
泄的粪污，对坑塘进行了清理，已消除污染危
害。建议予以结案。

十六、航空港区（X410000201806020001）
反映问题：新郑港区金港大道豪都路交叉

口向西 100 米路北蓝色铁皮处无名厂污染环

境。

调查核实情况：
金港大道豪都路交叉口向西100米路北蓝

色铁皮处无名厂，经航空港区现场核查，该厂于
2017年 8月擅自建设，生产工艺不涉及生产废
水外排，因资金不足，至今未建成，不具备生产
条件。该问题航空港区相关人员已于 4 月发
现，并进行了立案处罚，责令恢复原貌。至 6月
4日，设备全部拆除，厂房腾空。举报属实，现场
核查情况与航空港区自查情况一致。

处理和整改情况：
截至6月4日，金港大道豪都路交叉口向西

100米路北蓝色铁皮处无名厂，设备全部拆除，
厂房腾空。航空港实验区针对其行为进行了立
案查处。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交办案件办理结果公示
（第1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