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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郑州市金水区（D410000201806050001）
反映情况：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与沙口路

交叉口，郑州油脂化学厂周边沿路两侧有多家

“小散乱污”企业，无名称，废品露天处理，气味

难闻，废水排放路边，污染严重，向当地环保局

反映多次未处理。

调查核实情况：郑州油脂化学厂为郑州市
国资委下属企业，位于黄河路与沙口路交叉口
处，已将部分厂区出售给河南兴达置业有限公
司，厂区与原大孟砦村相连，厂区以东与铁路相
连处为大孟砦村民和社会人员所建房屋，多租
给无业人员和外来务工人员，其中部分人员违
法将其作为废品回收站点。

6月 6日，金水区环保局、金水区执法局、金
水区商务局及金水区南阳路街道办事处等单位
派人赶赴现场，对黄河路与沙口路交叉口郑州
油脂化学厂周边沿路两侧企业进行地毯式排
查。共排查企业 22家，其中饭店 14家、汽修点
3家（均无喷漆业务）、仓库 3家、废品收购站 2
家（均存在脏乱差问题，其中一家有证，但存在
不规范经营、私自扩大经营场所、部分废品未及
时处理等问题）。按照《关于印发〈京津冀及周
边地区 2017-2018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
理攻坚行动量化问责规定〉的通知》（环督察
〔2017〕115号）中“纳入量化问责的环境保护部
强化督查或巡查问题情形”界定，郑州油脂化学
厂周边沿路两侧多家企业不属于“小散乱污”企
业。

处理及整改情况：
金水区环保局、区商务局、区执法局、南阳

路街道办事处根据郑州市再生办及郑州市环境
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的
《关于进一步做好我市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综合
整治工作的通知》（郑再生办〔2017〕4号）要求，
对 2家废品收购站予以清理取缔。历经两昼夜
联合执法，采取劝导、责令整改、查封扣押、关停
取缔等措施，动用铲车、吊车、装载车等大型机
械8台，已全面清理到位。

下一步，将加大执法巡查力度，加强对该区
域进出道路卡口管理，断绝废品收购站的废品
来源，防止死灰复燃，把整改工作抓细抓好，切
实减少环境污染行为的发生。

问责情况：无。
二、郑州市（D410000201806030052）
反映情况：工程方反映：1.郑州市全市混凝

土加工、石子厂、垃圾场、商混站等因环保督察

处于关停状态，土石方作业不允许开展，诉求人

认 为 政 府 应 该 制 定 关 停 标 准 ，不 应 该 全 部 关

停。2.经开区三环四港联动大道道路扬尘污染

严重。3.工程施工方需要安装监控设备，由企

业承担费用 3600元不合理。

调查核实情况：
关于“郑州市全市混凝土加工、石子厂、垃

圾场、商混站等因环保督察处于关停状态，土石
方作业不允许开展，诉求人认为政府应该制定
关停标准，不应该全部关停”问题。

郑州市近年来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积
极服务于企业、服务于民生，以扎扎实实的环保
工作，促进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全面形
成。坚决杜绝环保“一刀切”现象，坚持从加强
政治和作风建设的高度，实施严格的督察问责，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

2018年 6月 3日，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转发《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中央环境保
护督察整改工作中坚决禁止“一刀切”的通
知》，并结合郑州市实际，明确提出要求：要提
高站位，改进作风。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切实
解决人民群众生态环境信访问题，切实推动突
出生态环境问题查处到位、整改到位、问责到
位。坚持依法依规，加强政策配套，注重统筹
推进，严格禁止“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
应对做法，坚决避免集中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
粗暴行为。要把握重点，分类施策。对于工程
施工、生活服务业、养殖业、地方特色产业、工
业园区及企业、采砂采石采矿、城市管理等易
出现环保“一刀切”的行业或领域，在边督边改
时要认真研究，统筹推进，分类施策。对于具
有合法手续且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不得采取
集中停工停产停业的整治措施；对于具有合法
手续，但没有达到环境保护要求的，应当根据
具体问题采取针对性整改措施；对于没有合法
手续，且达不到环境保护要求的，应当依法严
肃整治，特别是“散乱污”企业，需要停产整治
的，坚决停产整治。要严肃查处，严格追责。
各级各部门要从加强政治建设和作风建设的
高度，就禁止环保“一刀切”行为提出具体明确
的要求，并向社会公开；要加大对环保“一刀
切”问题的查处力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肃
问责。

根据各县（市）、区和市直单位摸底核查情
况，郑州市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文件要求，
制定郑州市混凝土加工、石子厂、垃圾场、商混
站资质标准，对不符合要求的工厂、企业予以坚
决整治取缔:

一是关于混凝土加工、石子厂关停问题。
根据省住建厅有关文件要求，郑州市建委于
2016年 9月 20日印发《关于开展预拌混凝土生
产企业清理整顿和扬尘污染整治专项督导工作
的通知》（郑建文〔2016〕109号），要求对未取得
合法行业资质的预拌混凝土企业和砂石料厂坚
决予以清理取缔，对取得合法行业资质但未达
到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整治标准的企业坚决予
以停业整顿。郑州市对于无任何合法行业资质
的临时性混凝土加工和砂石料厂予以坚决取
缔。同时郑州市共有建筑石料矿山企业 117
家，均为县发证矿山企业，其中 62家采矿许可
证目前已经到期，处于关停状态，并由县（市）、
区国土资源局依法进行监管。

二是关于商混站、土石方作业关停问题。

2017年，郑州市政府制定下发了《郑州市人民
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2017年修订）的通知》，该文件中明确指出，在
启动橙色和红色预警管控时，全市商混站、土石
方作业须按要求停产。郑州市只在2017年秋、
冬季及 2018年春季启动橙色和红色预警管控
时，要求全市商混站停产、土石方作业停产，其
他时间都是正常生产。目前全市商混站、土石
方作业都处于正常生产运营状态。

综上所述，郑州市并没有因环保督察而要
求混凝土加工、石子厂、垃圾场、商混站等停产，
土石方作业不允许开展。投诉人投诉问题不属
实。

关于“经开区三环四港联动大道道路扬尘
污染严重”问题。经开区南三环和四港联动大
道分别由两个保洁单位负责。南三环由经开区
城市管理局负责清扫保洁，四港联动大道由郑
州市交运委负责清扫保洁。

针对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第
一轮第二批 16号第 2项督办问题，郑州市交运
委和经开区立即安排人员前往南三环和四港联
动大道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南三环、四港联动大
道交叉口东西两侧（南三环）道路清扫保洁比较
到位，南北方向（四港联动大道）道路破损、有积
尘。三环与四港联动大道交叉口东西双向（三
环方向），渣土车行驶频繁，未发现有抛撒现
象。同时，主路保洁车辆作业正常，无明显扬尘
污染。

关于“工程施工方需要安装监控设备，由企
业承担费用3600元不合理”问题。为进一步落
实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的主体责任，提升扬
尘污染监测监控水平，省住建厅于 2017年 3月
28日制定下发了《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
于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安装
扬尘污染视频监测监控系统的通知》（豫建
〔2017〕53号），文件明确要求：建筑面积 10000
平方米以上的房屋建筑工程和长度为200米以
上的市政线性工程，新建工程开工前必须于
2017年 3月 31日起建设扬尘监测监控设施并
与当地行业主管部门联网，在建工程除已建成
联网外，已建扬尘监测监控设施未联网的须于
2017年 3月底前与当地行业主管部门联网；未
建扬尘监测监控设施的须于 2017年 5月底前
建成并与当地行业主管部门联网（处在室内装
修改造阶段、距竣工时间不足 6个月且无土石
方作业的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除外）。
同时规定：视频监测监控设备采购、安装维护费
和视频信号网络服务费由施工单位从建设工程
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中列支。2017年 3月 31
日，郑州市建筑工地扬尘污染综合整治办公室
印发了《关于印发郑州市施工工地扬尘污染在
线监控设施建设方案的通知》（郑建尘治办
〔2017〕11号），对施工工地扬尘污染在线监控
安装事项进行了进一步明确。此外，在《郑州市
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方案》和《郑州
市 2018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方案》中，均
要求施工工地安装在线视频监控。同时，根据
省、市有关规定，在线监控设备并非市建委或县
市区政府统一采购安装，而是工程施工方根据
省、市要求，自主采购安装符合要求技术参数的
监控设备。此诉求人花费 3600元安装监控设
备是根据技术参数要求和自身需求基于市场价
格自主选择，并非政府部门强制要求统一采购
安装。

综上所述，施工工地视频监测监控是建筑
工地扬尘整治的一项重要措施，安装监控设备
是省、市有关部门作出的决策，有文件可依，且
安装维护费等费用应由施工单位从建设工程安
全文明施工措施费中列支，举报人反映的施工
方安装监控设备并承担费用的事项并非不合
理，故投诉人投诉问题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针对经开区三环和四港
联动大道道路扬尘的问题，郑州市交运委和经
开区已督促保洁单位增加日常保洁频次，保证
道路湿润不起尘，加强巡查力度，做到及时发
现、及时清理，确保道路无扬尘污染。

问责情况：无。
三、洛阳市汝阳县（D410000201806020112）
反映情况：洛阳市汝阳县三屯乡新建村 14

组村民刘永福，毁坏耕地，破坏林木，非法开采

白土矿，夜间通过渣土车拉土卖土造成尘土飞

扬。5 月 31 日，投诉人向国土局和洛阳 110 反

映，无处理结果。

调查核实情况：刘永福违法盗采白土情况
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针对其非法盗采白土的
行为，汝阳县国土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矿
产资源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作出如下行政
处罚：一是责令立即停止非法开采行为；二是
处 9万元罚款。根据《河南省汝阳县林地保护
利用规划》，该区域施工范围属于“其他无立木
林地”，没有破坏林木；另该范围内不属于耕
地，不存在毁坏耕地、破坏林木的行为。巡查
时未发现运土车辆，但现场确有运土痕迹，运
土车辆沿小河滩行驶，将白土运出现场，未造
成尘土飞扬情况。5月 31日 22时 55分，汝阳
县 110 联动办接到诉求人称三屯乡新建大队
陡沟村有工地非法开矿拉土，6月 1日国土执
法人员再次对该白土盗采点巡查，未发现机械
与人员，6月 4日上午国土部门对 5月 31日举
报情况进行了回复，同时与诉求人进行了电话
联系沟通，诉求人对国土局已采取的措施表示
满意。

汝阳县政府6月 6日组织现场调查，该非法
盗采场地已平整复垦，违法采矿点已取缔到位。

问责情况：无。
四、濮阳市经开区（D410000201806040065）
反映情况：濮阳市经开区中原路与兴濮路

交叉口建业一号城邦旁边，多家化工厂和农药

厂经常夜间偷排，气味难闻。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经开区管委会接到交办单后，迅速传达落实省、
市中央环保督察协调保障工作组要求，由区环
保局抽调精干人员成立专办组，立即对交办的
问题展开调查处理。具体情况如下：濮阳市是
河南省重要的石油化工城市，因油而建、因油而
兴，化工业是濮阳市支柱产业。目前濮阳市规
模以上化工企业共 202家，涉及化工、炼油、能
源、轻工、石化、医药等行业，主要分布在开发
区、濮阳县、范县和工业园区等化工产业集聚区
内，基本达到了园区化管理。

群众反映的气味难闻问题，应该是指化工
厂排放出的挥发性有机物及部分涉及二氧化
硫、氨和氯气等造成异味的问题，在个别地
方、个别时间存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化工
行业排放挥发性有机物因子复杂，在达标排
放的情况下，排放因子在不利扩散条件的静
稳天气下，挥发性有机物在大气中积累叠加反
应，形成异味；二是个别化工企业存在管理不
严、设备老旧、物料跑冒滴漏、超标排放等问
题。尤其是距化工区较近居民，对这些异味反
应强烈。

近年来，根据国家生态环境部及省环境污
染防治攻坚办要求，濮阳市加大了对工业排放
物和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企业的治理力度，针对
无组织排放问题，濮阳市全面推进泄露监测与
修复技术，加强管理，使企业最大限度减少排放
量。对于超标排放，采取安装在线监测装置、出
动环境监测车进行流动监测等措施，加大执法
力度，严惩企业违法行为，企业基本做到了达标
排放，工业异味明显减轻。

一是切实加大对企业违法行为的打击力
度。对于企业跑冒滴漏、偷排超排等环境违法
行为，出重拳、用重典、零容忍。2017年，全市
环境执法检查企业9000余家次，关停取缔违法
企业 785家，立案处罚 362起，处罚金额 1583.8
万元，移交公安部门 29起，追究刑事责任 9人。
其中，仅涉气立案处罚 192 起，罚款 591.5 万
元。

二是着力解决开发区异味扰民的突出问
题。开发区化工园区距主城区较近，群众反映
异味扰民问题最为集中。对此，市政府决定从
规划入手，逐步解决化工围城。2015 年 7月，
《濮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加快产业集聚区提
质转型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濮政
〔2015〕45 号）指出：开发区化工项目按照“只
减不增”的原则，到 2017年，化工企业完成改造
升级，关停并转重污染企业，部分企业实现搬
迁。在2015年的“环保风暴”中，关闭污染企业
29家，2017年搬迁了 1家企业的生产线，2018
年，计划再搬迁 2家企业。同时，现有化工企业
也不断加大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治理投
入，2016年以来，已累计投入7亿多元用于废气
治理。

三是强力推动化工企业的达标减排工作。
自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打响以来，2016年濮阳
市完成了 32家化工企业的挥发性有机物治理
工作，经第四方公司对企业验收，均做到达标排
放。2017年将治理范围由化工企业扩展到石
化、涂装、包装印刷、汽修等行业，共计138家企
业完成了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工作。同时，制定
了夏季错时生产方案，每日 8时至 18时停止生
产，减少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

处理及整改情况：今年以来，濮阳市强力推
进新型化工基地建设，打造化工产业转型升级
的平台；出台了《全市化工企业推行“红黄蓝绿”
标识制度的实施意见》，着力推动濮阳市化工产
业集聚发展、转型发展、绿色发展，为高质量项
目腾出更多环境容量。

一是大力推动各化工企业绿色发展。坚持
环保节能优先原则，推动化工行业健康发展。
对开发区的工业企业和全市范围内不在化工区
的化工企业，按照“关停一批、搬迁一批、提升一
批、发展一批”的原则，进行“红、黄、蓝、绿”分类
标识管理。二是进一步加强挥发性有机物监控
能力建设。2019年 3月底前，实现全市涉挥发
性有机物排放企业在线监控全覆盖，初步构建
起监控体系，确保各企业排放情况能得到有效
监控。三是加大检查执法力度。加强对挥发性
有机物及废气排放企业的监管力度，对超标排
放的企业，进行严厉处罚、严格追责，为人民群
众创造更好的人居环境。

濮阳市将以省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在线
监控试点城市为契机，加强监测能力建设，强化
监管，进一步加大对企业环境违法行为的打击
力度，下大力气逐步解决化工厂异味扰民问题。

问责情况：无。
五、濮阳市范县（D410000201806040146）
反映情况：濮阳市范县杨集乡后街村，村里

100 多亩的养鱼池边上建了一个冷冻厂，主要加

工鸡胗和鸡肠子，在生产过程中将废水排入养

鱼池内，池水发臭气味难闻，并且生活用水也被

污染。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信访人反映的是范县后街冷冻厂，位于杨集乡
后街村村东，有营业执照，无环评手续，主要收
购鸡胗、白条鸡后进行冷冻存储。2018年 2月
该经营户未经批准，擅自在冷库南侧新建了约
40平方米的厂棚，用于收购屠宰鸡厂未经清洗
的鸡胗（不清洗鸡肠子），经自行清洗后进行冷
冻存储，在清洗过程中有少量废水产生，无相关
污染防治设施。冷冻厂建设地点周围主要是后
街村民居，在该厂南侧临墙有一约 3亩大的废
旧坑塘，坑塘里长满芦草，目前已无废水。杨集
乡的饮用水全部来自陈庄镇水厂的安全饮用供
水，不存在饮用水被污染的问题。

处理及整改情况：根据调查结果，杨集乡人
民政府立即采取措施进行整改：一是将冷冻厂

清洗鸡胗的厂棚进行了断水、断电；二是拆除并
清理了清洗鸡胗的设备及相关用具；三是对冷
冻厂清洗鸡胗的厂棚进行了拆除，并将地面进
行清理；四是责令该冷冻厂停业整顿并完善相
关手续。

问责情况：中共范县杨集乡纪律检查委
员会给予杨集乡杨集管区主任李率民谈话提
醒，给予后街村网格长赵忠付党内警告处分。

六、濮阳市濮阳县（D410000201806050042）
反映情况：濮阳市濮阳县梁庄乡保安村，有

一家废旧塑料颗粒加工厂，生产过程中排放废

气、废水，通过暗管流入附近东 500 米的河沟

里，同时也污染地下水。投诉人希望取缔该厂。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举报人举报的是濮阳市尚宇新型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环评手续齐全。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公司
生产车间未做到全部密闭，废气处理设施无法
完全收集生产时产生的废气，存在废气漏排现
象，未发现通过暗管排放生产废水，现场有一原
养殖场的废弃管道，现场已拆除，按照该公司生
产工艺不产生生产废水。

处理及整改情况：目前，已责令该公司停产
整改，并处3万元罚款。

问责情况：无。
七、濮阳市华龙区（D410000201806050062）
反映情况：濮阳市华龙区上游濮水河，高

新技术开发区内所有工业企业将废水直排下

游马颊河，造成河水发臭发黑，气味难闻污染

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举报内容不属实。
2018年 6月 6日，经开区党工委、管委会接到转
办件后，迅速传达落实市委、市政府的要求，成
立由党工委委员王庆如任组长，区环保局、区水
利局、区市政局和有关办事处为成员的工作领
导小组，在市环保局的指导与配合下，对转办的
问题展开调查，经调取濮水河经开区段（人民路
桥断面）近 3个月的监测数据显示，濮水河经开
区段河水水质为Ⅴ类。

从 2012 年开始，濮阳市政府成立河道治
理指挥部，集中整治城区河道，其中濮水河为
整治重点。开发区管委会根据工作职责，负责
封堵经开区段向濮水河排污的工业企业的废
水排口，到 2014年 6月底已完成封堵工作，共
封堵 8个企业污水排口，企业污水均排入市政
污水管网。由于濮水河无补充水源，2017年 4
月 11 日，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
室决定将中原大化煤化工处理达到地表 V 类
水质的尾水引入濮水河，作为濮水河活水循环
用水。截至目前，濮水河经开区段合法排口共
计 23个，除保留中原大化煤化工 2个工业排口
（其中 1个未使用）外其余为 20个市政雨水排
口和 1 个自来水公司反冲水排口。目前根据
濮阳市河长制办公室的要求，市、区、办事处、
村均设有各级河长，每天进行巡河，发现违法
排污口后立即进行封堵，并报告相关职能部门
追究其法律责任。

濮水河两岸雨水排口均设置有阀门，平时
雨水阀门处于关闭状态，当夏季城市降水量超
过10毫米时，市政部门需打开濮水河雨水排口
阀门进行城市排涝，打开阀门后雨水管网内长
期积存的废水会随着雨水进入濮水河，短时间
内影响濮水河水质。

从2012年河道整治开始，濮阳市政部门完
善了西部工业区雨污水管网建设，实施雨污水
分流，建设了工业区直通濮阳市第二污水处理
厂的污水管线。从 2013年 4月以来，工业区废
水全部排入濮阳市第二污水处理厂处理。2017
年 3月，濮阳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
办公室再次要求涉水工业企业进行规范化整
治，目前工业企业已完成厂区内雨污水明标管
理并安装了自动在线监控设施，进一步加强了
环保部门对涉水企业的监督与管理。

处理及整改情况：举报不属实。为进一
步改善濮水河水生态环境，濮阳市委、市政
府计划分两期对濮水河淤泥进行清理，目前
一期项目 3.5 公里河段（濮水河进水闸—华安
路桥）河水已抽干，正在实施清淤作业，计划工
期 30天，6月底前完成。二期项目 5.7 公里河
段（华安路桥—戚城闸）7至 8月主汛期过后开
工，计划工期 30天，10月底前可全部完工。届
时可还全市人民一条水更清、环境更优美的濮
水河。

问责情况：无。
八、南阳市唐河县（D410000201806030141）
反映情况：南阳市唐河县大河屯镇法云寺

村，牧原三厂养猪污水直排，顺着村边的自然沟

排入唐白河，污染河水，该情况已经持续一年多

了。

调查核实情况：群众举报的南阳市唐河县
大河屯镇法云寺村牧原三厂，位于唐河县大河
屯镇法云寺村，2015年 4月该厂“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报告书”通过河南省环保厅批复（豫环
审（2015）138号），按报告书的要求，粪便污水
处理工艺：机械刮板→固形物（制有机肥）→废
水、猪尿→集水池→水解调节→厌氧反应器→
沼气(食堂做饭、火炬点燃)、沼液→沼液中转池
→沼液暂存池→农灌浇地，实现零排放。该厂
占地 265亩，年存栏母猪 7584头，后备保育猪
1440头，后备育肥猪 2400头，总投资 5295.72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461万元。厂区建设分为
三部分：养殖区、治污区和生活区。2016年 11
月建成并通过南阳市环境保护局环保设施竣工
验收（宛环审（2016）250号）。

处理及整改情况：6月 5日现场调查时，治
污设施建设与环评要求相符，运行正常，既没有
发现废水外排，也没有发现粪污水顺村边自然
沟直排现象；自然沟大部分地段干涸，少部分低
洼段有积水。同时调阅环境监察大队执法人员
对牧原三厂的现场监管记录，没有粪污水直排

的记录。再者，自然沟与泌阳河相距20公里左
右，只有在汛期，该自然沟的水可能会流入泌阳
河，平时该自然沟是干涸状态。所以信访人反
映粪污水直排唐白河一年多的情况不属实。

问责情况：无。
九、周口市郸城县（D410000201806030043）
反映情况：郸城县吴才镇大章大队于洼大

闸向南 300 米处，黑河连续几年抽沙造成河床

大面积塌陷。于洼大闸以北 300 米处李冠河与

黑河交叉口河床也大面积塌陷。每年 7 至 8 月

份因上游排放污水导致河内鱼、虾死亡，河水污

染严重。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群众举报反映的郸城
县吴才（应为“台”）镇大章（应为“张”）大队，“于
洼大闸向南 300米处，黑河连续几年抽沙造成
河床大面积塌陷”问题，通过勘察勘测，未发现
河床塌陷。在 2014年 4月 28日县水利局水政
监察大队巡河时，曾发现有一艘非法采砂船（短
暂采砂），水利部门当即进行了打击制止，并进
行销毁处理。之后未发现有非法采砂行为。“于
洼大闸以北300米处李冠（应为‘贯’）河与黑河
交叉口河床也大面积塌陷”问题。2012年上半
年曾存在非法采砂行为，当时接到群众举报后，
郸城县立即组织联合执法队对此处非法采砂行
为进行打击，当场销毁抽砂船1艘，控制了非法
采砂当事人，停止了非法采砂行为，之后未发现
有非法采砂行为。关于群众反映每年 7至 8月
份上游排放污水导致河内鱼虾死亡、河水污染
严重问题，在 2016年 8月 10日，县环保局曾接
到“关于李贯河李楼乡张楼村河段在 9日下午
约 5时，上游淮阳代集提闸放水，水质变坏，造
成其在河道内养殖的部分鱼死亡”的举报，当时
周口市、郸城县环保部门对反映情况实地调查，
排查、监测综合分析，结论为汛期淮阳县代集闸
放水，冲击河床造成河段内底泥混入水中，局部
河段内溶解氧下降，COD、氨氮略高，整体水质
未发生变化。2016 年至 2018 年市、县环保监
测部门连续对李贯河水质进行监测，结果显示，
水质各项因子均不超标。

处理及整改情况：接到本次中央环保督察
组转办的群众举报后，调查人员再次现场对吴
台镇于洼闸至上游淮阳界代集闸李贯河进行
全面排查，结果显示，郸城辖区内河段周边未
发现污染企业及入河排污口，调查走访沿河
村庄居民河水无污染情况，同时，对该河段水
质进行取样，经监测化验水质各项因子均不超
标。

问责情况：无。
十、周口市商水县（D410000201806020023）
反映情况：商水县化河乡 213 省道垃圾无

人清理、臭气熏天；后郭村焦黄路附近，村民养

殖户污水直排问题。

调查核实情况：1.关于化河乡213省道垃圾
无人清理、臭气熏天问题。经查，2018年之前
存在垃圾无人清理问题，2018年元月开始，商
水县实施了城乡环境综合整治行动，垃圾乱倒
问题开始得到逐步解决。化河乡垃圾清运工作
已于 2018年 4月 10日全面移交深圳市华茂清
洁管理有限公司，接到群众反映问题之前，化河
乡陈年垃圾已清运完毕，化河乡 213省道垃圾
无人清理问题得到根本解决。2.关于化河乡后
郭村焦黄路附近，村民养殖户污水直排问题。
经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后郭村焦黄路附近
有 3家散养户，存在污水偷排现象，加上雨污不
分，造成生产排水沟污染。

处理及整改情况：一、关于化河乡213省道
垃圾无人清理、臭气熏天问题。下一步，该乡将
监督并协同保洁公司加大清运力度，增加清运
频次，确保垃圾日产日清。二、关于化河乡后郭
村焦黄路附近，村民养殖户污水直排问题。专
案组会同当地政府立即采取相关措施：1.对养
殖业主严肃批评教育；2.立即封堵排污口；3.抽
运污水到污水处理厂处理；4.组织对沟渠污染
物进行全面清理；5.对一级网格员进行诫勉谈
话；6.对养殖户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下一步
商水县畜牧局将联合环保局、化河乡政府对整
改不到位、环保不达标的散养户依法依规予以
取缔。

问责情况：经商水县纪委研究决定，给予化
河乡党委书记高永强诫勉谈话，并全县通报，化
河乡党委、政府向县委、县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给予化河乡乡长贾洪涛诫勉谈话；给予化河乡
武装部长靳豪杰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化河乡后
郭村村主任郭新生行政记过处分；给予县畜牧
局局长王玉斌诫勉谈话，并全县通报，县畜牧局
向县委、县政府写出深刻检查；给予县畜牧局党
组成员、纪检组长苏兆海诫勉谈话，责令其写出
深刻检查；给予化河乡畜牧站站长史彩红党内
警告处分；给予商水县环境监察大队监察员杨
勇行政记过处分。

十一、周口市商水县（D410000201806020046）
反映情况：商水县姚集镇范楼行政村有很

多养殖户，污水未经处理直接外排渗入地下，污

染地下水，该问题村里已逐级上报，但是一直没

有得到处理。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范楼行政村共有养殖户34户，均为散养户。其
中养猪23户、养鸡11户。2018年 4月 16日，姚
集镇政府组织相关人员向 34户违法养殖户下
达了整改通知书。截至目前，已关停 6户，其余
正在整改中。

处理及整改情况：6月 3日，商水县委、县政
府责成县畜牧局、县环保局和姚集镇政府对范
楼村养殖户污染问题联合进行调查处理，联合
调查组对所有养殖户进行了集体教育，封堵了
所有排污口。对排入沟渠的污水，已组织抽污
车进行清运。同时，根据养殖规模和污染防治
标准，要求全镇所有养殖户必须在一个月内建
成沉淀池和标准化晾晒棚，（下转第十二版）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交办案件办理结果公示
（第4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