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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交办案件办理结果公示
（第9批）

（上接第八版）
调查核实情况：鄢陵县组织县扬尘办、住建

局、环保局、监察委等部门工作人员联合调查，
发现该工地“六个百分百”要求未落实，群众反
映情况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对建德房地产有限公司
开发的建坤御园二期项目，责令其立即停止施工
并按照要求彻底整改。目前，该项目出入口已安
装全自动的冲洗设施；裸露土方已经覆盖到位；
施工道路已硬化并贯通；扬尘监控已安装；施工
围挡正在施工；“三员”公示牌正在制作。“六个百
分百”要求落实之前该工地不得复工。

问责情况：鄢陵县纪委、监察委决定对该县
扬尘办责任人予以诫勉谈话处理。

十六、许昌市长葛市 D410000201806080049（*）
反映情况：许昌市长葛市和尚桥镇、后河镇

路两边有几百家浴柜厂、陶瓷厂，油漆气味难

闻，废水直排庄稼地里，污染严重。去年环保检

查时停工两个月，检查后又继续开工。投诉人

希望取缔这些厂。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长葛
市和尚桥镇、后河镇有数百家浴柜厂、陶瓷厂情
况属实，该区域卫生陶瓷企业共有 28家、浴柜
企业共218家。陶瓷行业生产工艺无刺激难闻
气体产生，废水沉淀后综合利用，群众反映“废
水直排庄稼地里，污染严重”情况不属实；浴柜
行业生产工艺无废水产生，但喷漆工序存在工
艺废气，群众反映有“油漆气味”情况基本属
实。全市企业涉及VOC工段夏季需错峰生产，
群众反映“环保检查时停工两个月，检查后又继
续开工”不属实。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结
构调整指导目录》规定，陶瓷、浴柜行业不属于
限制类和淘汰类产业，取缔无依据。

处理及整改情况：长葛市对环保违法违规
卫浴加工建设项目进行整治，规范建设了陶瓷、
浴柜行业废气、废水处理设施，把浴柜行业列入
2018年重点整治的工业行业，制定了《浴柜行
业环保专项执法检查实施方案》，加大执法力
度，倒逼企业进一步提升污染防治设施建设运
行水平，采用更先进的治理方法，确保污染物达
标排放。

问责情况：无。
十七、许昌市长葛市 D410000201806080092
反映情况：1.许昌市长葛市 107 国道与长兴

路交叉口向北须河车辆公司后面，一家无名电

镀厂，气味难闻。2.顺着 107 往北路东须河车辆

公司往北路东，一家无名电镀厂，气味难闻。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长葛市对河南须河
车辆公司周边的金山路、金英路、长兴路及长兴
办孟庄村范围的所有企业逐个排查，未发现电
镀企业。群众反映电镀加工厂情况不属实。但
该区域多家企业有工艺废气排放情况，群众反
映气味问题基本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河南须河车辆有限公司
周边共 7家企业，除河南宝蜂堂蜂业有限公司
未建设外，其他企业项目均存在喷漆涂装工序，
全部配套建有废气治理设施，根据企业提供的
检测报告，其废气有组织排放和无组织排放均
能 达 到《 大 气 污 染 物 综 合 排 放 标 准 》
（GB16297-1996）相关要求。长葛市政府将加
强巡查监管，督促企业强化内部管理，对生产区
域进一步密闭，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问责情况：无。
十八、许昌市禹州市 D410000201806090010
反映情况：许昌市禹州市梁北镇苏沟村的

土地被禹州市煤矸石烧结砖厂非法占用，多次

向禹州市政府反映未果。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不属
实。该企业全称为“禹州市振业建材有限公司”，
实际占地面积超出批准使用面积 8280平方米
（合12.4亩），超出部分占地类型为工矿用地。

处理及整改情况：针对该企业超占土地的
违法行为，禹州市国土资源局依法予以立案查
处（禹国土立字〔2014〕第067号），并于2014年
9月 18日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决定：1.责令退还
非法占用土地；2.没收在违法占用 8280平方米
建设用地上新建的一切附属物及其他附属设
施；3.处罚金额41400元。目前，此案已结案。

问责情况：群众反映问题不涉及环保，涉及的
占地问题已责成禹州市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十九、许昌市禹州市 X410000201806080063
反映情况：S325 省道浅井镇至长葛市路段，

沿线水泥厂、石子厂众多，来往货车不计其数，

造成周边粉尘污染极其严重，尤其是 S325 省道

郑尧高速出口到禹州浅井镇之间，道路翻修后

两年多时间又被碾压得千疮百孔，车辆过后灰

尘满天飞，路边摩托车、行人根本无法行走，机

动车看不清路况行走也非常危险。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基
本属实。S325线禹州段是河南省主要货运通
道，过境车辆主要是装载水泥、石子等建材的载
重货车(日均车流量 13000台），造成路面严重
损坏，路面损坏又加重了载重货车的建材货物
抛撒和路面扬尘。禹州市采取了多项措施，白
天管控措施基本落实，但因晚上清扫不及时和
过往车辆太多等原因，扬尘管控效果不好。

处理及整改情况：禹州市从 2014年以来，
连年开展道路整治专项行动，2018年的专项整
治工作从5月 10日开始，针对路面破损、扬尘污
染、周边企业进行综合整治。禹州市公路局负责
每天安排沿线所属养护道班，采取人工与机械相
结合的方式实施清扫降尘保洁工作。按照“场地
硬化、流体入库、密闭传输、湿法装卸、车辆冲洗”
五项标准，对水泥、石料行业开展物料运输、生产
环节无组织排放等问题的综合整治工作。道路
沿线古城、无梁、浅井三个乡镇的石料生产线进
行股份制改造，由过去的9条生产线整合为5条
高标准环保生产线，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生产过程
中的污染问题。针对三个路段破损严重的问题，

禹州市计划投入 1581万元对破损路段进行改
造，目前改造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问责情况：无。
二十、平顶山市叶县 D410000201806080064
反映情况：平顶山市叶县田庄乡后李村二

组欧文斯艺术石场，距离居民区过近，夜间烧砖

气味难闻，粉尘、噪音污染。向县环保局、乡政

府反映多次无处理结果，希望取缔该石场。

调查核实情况：经叶县人民政府调查核实，
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1.反映的“平顶山市叶
县田庄乡后李村欧文斯砖厂紧挨住宅区”问题，
属实。根据该项目在“双违”清改备案时所做的
项目《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和现场调查情
况，该项目建设地点确实紧邻居民区，该项目
《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及评估建议对紧邻居
民区情况问题未有明确的建议和要求。2.“夜
间烧砖气味难闻，粉尘、噪音污染”，不属实。6
月 4日接到第一次举报后已责令该企业停止生
产，并于6月 7日拆除了烘干房及烘干设备。故
此次举报反映的“夜间烧砖气味难闻，粉尘、噪
音污染”问题，不属实。3.“向县环保局、乡政府
反映多次无处理结果”，不属实。叶县环保局已
于 6月 4日责令该企业停止生产，并于 6月 7日
拆除了烘干房及烘干设备。故该问题不属实。
4.针对交办单中举报人“希望取缔该石场”的要
求，因该企业有环保备案手续，且也落实了项目
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建议，对于该
企业存在的擅自加装烘干房的行为已依法立案
查处，企业对烘干房也已进行了拆除。目前，从
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角度，对该石场进行取缔暂
无相关法律依据支持。

处理及整改情况：欧文斯砖厂擅自加装烘
干房，采用乙醇加热升温，烘干过程中产生少量
挥发性气味，针对该企业擅自加装烘干房，采用
乙醇加热升温，烘干过程中产生少量挥发性气
味，擅自改变生产工艺行为，叶县环保局于
2018年 5月 28日对其依法立案查处，责令该厂
对烘干房进行拆除，目前烘干房已拆除到位。

问责情况：无。
二十一、平顶山市叶县 D410000201806080074
反映情况：平顶山市叶县田庄乡后李村西

北角，欧文斯砖厂熬胶做砖模子气味难闻，夜间

生产机器噪音大，距离居民区过近。投诉人希

望取缔该砖厂。

调查核实情况：经叶县人民政府调查核实，
反映的“平顶山市叶县田庄乡后李村西北角，欧
文斯砖厂熬胶做砖模子气味难闻，夜间生产机
器噪音大，距离居民区过近。投诉人希望取缔
该砖厂”问题，部分属实。1.“平顶山市叶县田
庄乡后李村西北角，欧文斯砖厂熬胶做砖模子
气味难闻，夜间生产机器噪音大”问题，不属
实。该公司没有熬胶做砖模子的生产工艺，生
产中所用的模子来自外购，故“气味难闻”问题
不属实。6月 4日接到第一次举报后已责令该
企业停止生产，并于6月 7日拆除了烘干房及烘
干设备。故此次举报反映的“夜间生产机器噪
音大”问题，不属实。2.“距离居民区过近”，属
实。根据该项目在“双违”清改备案时所做的项
目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及对该项目的现场调
查情况，该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叶县田庄乡后李
村，存在距居民区较近情况。但该项目现状环
境影响评估报告及评估建议中，对距居民区较
近情况及距周边最近居民防护距离等问题均未
有明确的建议和要求。3.交办单中反映的“希
望取缔该砖厂”，因该企业有环保备案手续，且
也落实了项目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中的评估
建议，对于该企业存在的擅自加装烘干房的行
为已依法立案查处，企业对烘干房也已进行了
拆除，拆除时已停产。目前，从环境保护法律法
规角度，要求该企业搬迁暂无相关法律依据。

处理及整改情况：欧文斯瓷砖厂擅自加装
烘干房，采用乙醇加热升温，烘干过程中产生少
量挥发性气味，针对该企业擅自加装烘干房，采
用乙醇加热升温，烘干过程中产生少量挥发性
气味，擅自改变生产工艺行为，叶县环保局于
2018年 5月 28日对其依法立案查处，责令该厂
对烘干房进行拆除，目前烘干房已拆除到位。

问责情况：无。
二十二、平顶山市叶县 D410000201806080085（*）
反映情况：平顶山市叶县田庄乡后李村欧

文斯砖厂紧挨住宅区，占农民耕地，熬胶做模子

时气味难闻，污染环境，该厂收买叶县环保局人

员。投诉人要求搬离居民区停止生产。

调查核实情况：经叶县人民政府调查核实，
1.反映的“平顶山市叶县田庄乡后李村欧文斯
砖厂紧挨住宅区”问题，属实。根据该项目在

“双违”清改备案时所做的项目《现状环境影响
评估报告》和现场调查情况，该项目建设地点确
实紧邻居民区，该项目《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
告》及评估建议对紧邻居民区情况问题未有明
确的建议和要求。2.反映的“占农民耕地”问
题，属实。经叶县人民政府初步查明，该宗地位
于叶县田庄乡后李村村北，叶县国土局在 2018
年 2月份发现该企业生产区北面建起的仓库和
展厅，占用林地面积5893平方米，系未经批准、
非法占地。现场调查后，叶县国土局于2018年
5月 15日对该企业下达了《土地行政处罚决定
书》（叶国土资罚〔2018〕第 60号），目前正在按
照《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程序向前推
进。3.反映的“熬胶做砖模子时气味难闻，污染
环境”问题，不属实。经调查，该企业没有“熬胶
做砖模子”的生产工艺，生产中所用的模子来自
外购。2018年 6月 7日该企业已按叶县环保局
要求拆除了烘干房及烘干设备，目前处于停产
状态。4.反映的“该厂收买叶县环保局人员”情
况，不属实。经叶县环保局监察室调查核实，未
发现叶县环保局工作人员被“收买”现象。5.关
于举报人提出的要求该企业“搬离居民区停止
生产”的诉求。叶县国土局已于2018年 5月 15

日向该企业送达了《土地行政处罚决定书》（叶
国土资罚〔2018〕第 60号），明确要求其“退还非
法占用的土地，限十五日内拆除在非法占用的
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
状”，目前正在按照《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行政处
罚程序向前推进。

处理及整改情况：针对该企业非法占地行
为，叶县国土局正在按照《行政处罚法》规定的
行政处罚程序进行办理。

问责情况：无。
二十三、平顶山市叶县 D410000201806080093
反映情况：平顶山市叶县田庄乡后李村二

组，欧文斯砖厂噪音、粉尘大，垃圾乱堆，气味难

闻，乱占用耕地。希望该砖厂退还耕地。

调查核实情况：经叶县人民政府调查核实，
1.反映的“欧文斯砖厂噪音、粉尘大”问题，因 6
月 4日接到第一次举报后已责令该企业拆除烘
干房及烘干设备，故此次反映“噪音、粉尘大”问
题，不属实。2.反映的“该厂垃圾乱堆，气味难
闻”问题，不属实。经调查，该企业内设置有垃
圾收集桶，厂区生活垃圾收集后由江苏阳光朗
洁环保公司直接回收处置。该企业能够对其他
各类垃圾及时清除，厂区较为整洁。3.反映的

“乱占用耕地”问题，属实。经叶县人民政府初
步查明，该宗地位于叶县田庄乡后李村村北，叶
县国土局在 2018年 2月份发现该企业生产区
北面建起的仓库和展厅，占用林地面积5893平
方米，系未经批准、非法占地。

处理及整改情况：针对该企业非法占地行
为，叶县国土局已于2018年 5月 15日向该企业
送达了《土地行政处罚决定书》（叶国土资罚
〔2018〕第 60号），明确要求其“退还非法占用的
土地，限十五日内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
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目前
正在按照《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程序向
前推进。

问责情况：无。
二十四、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X410000201806080022（*）
反映情况：平顶山市新城区应滨办事处南宋

村支部书记温军学，在东滍村 104水位线以内违

规建设平顶山市东安门窗有限公司，违反白龟湖

湿地资源和饮用水源地保护等法律法规。

调查核实情况：经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工委调查核实，反映的“平顶山市新城区应
滨办事处南宋村支部书记温军学，在东滍村
104水位线以内违规建设平顶山市东安门窗有
限公司，违反白龟湖湿地资源和饮用水源地保
护等法律法规”问题，部分属实。早在接到此次
转办件之前，该区已接到6月 6日转办的中央环
境保护督察“回头看”转办材料交办清单第 5批
D410000201806050135号，反映“平顶山市新
华区新城区白龟山水库 104水位线之内，一家
塑钢门窗厂生产过程中造成水污染，该厂选址
不合理，污染环境”的问题时就已展开排查。在
排查该问题时，该区安排专业测量队伍到饮用
水源地二级保护区（104）内利用遥感卫星进行
全方位查找，未发现在该区域内有塑钢门窗厂，
后经扩大范围排查，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104）
以外 952.74米处发现一家塑钢门窗厂，位于该
区应滨街道东滍村。该企业即为本次转办件中
所称的平顶山市东安门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温军学，主要从事塑钢门窗切割、组装，生产工
艺简单。在调查时发现，虽然该公司塑钢门窗
切割过程在全封闭厂房中进行，安装有袋式除
尘设施，但厂房内地面积尘严重，说明除尘效果
不佳。同时，该企业在没有取得发改、国土、规
划、环保等相关审批手续的情况下违规建设，属

“散乱污”企业。
处理及整改情况：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工委于6月 8日对该企业下达拆除通知书，
责令立即进行拆除，限 7日内完成，并安排专人
进行监督，目前拆除工作已完成70%。

问责情况：无。
二十五、平顶山市 D410000201806020076
反映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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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核实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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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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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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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及整改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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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责情况：无。
二十六、平顶山市 D410000201806020078
反映情况：平顶山叶县龚店镇汝坟店村石

灰厂生产过程中产生粉尘，当地环保局责令其 3

月 15日必须停产，但是该厂现在还在生产。

调查核实情况：经叶县人民政府调查核实，
反映的“平顶山叶县龚店镇汝坟店村石灰厂生
产过程中产生粉尘，当地环保局责令其 3月 15
日必须停产，但是该厂现在还在生产”问题，部
分属实。所谓生产，实为业主利用铲车等工具
装载电石灰外运。虽然采取了覆盖措施，但在
装载过程中仍会出现扬尘现象。

处理及整改情况：2017年 5月 23日，龚店
镇政府向电石灰堆场业主下达《取缔通知书》，
限 2个月内对堆存的电石灰全部清理完毕，在
此期间电石灰只出不进。因没有按时完成清理
导致2018年 1月 10日出现居民上访情况，叶县
环保局在当日要求电石灰堆场业主务必于
2018年 3月 15日前清理到位。接此次中央环
保督察交办案件后，6月 3日晚，叶县分管环保
工作的副县长立即组织环保、龚店镇和汝坟店
村干部召开会议，对龚店镇汝坟店村电石灰堆
场剩余电石灰清运、土地复耕工作进行部署。
要求由龚店镇政府两名副科级干部具体负责，
叶县环保局配合，组织铲车、挖掘机、运输车辆
等，昼夜不停对剩余电石灰进行清理，限 6月 7
日前完成。为防止清运过程产生扬尘，调用一
台洒水车洒水抑尘。至 6月 7日 20时，已按时
完成清理，并对场地进行复耕。

问责情况：因在 2018年 3月 15日前，没有
按要求对堆存在叶县龚店镇汝坟店村的电石灰
完成清理，龚店镇党委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决定对负有监管责任的汝坟店村党支
部书记、汝坟店村环境保护网格长梁河山给予
党内警告处分。

二十七、平顶山鲁山县 D410000201806010055
反映情况：鲁山县尧山镇生活污水排入沙

河，严重污染河水，气味难闻。

调查核实情况：1.反映的“尧山镇生活污水
排入沙河”问题，属实。经查鲁山县尧山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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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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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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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样进行水质检测，结果显示：各项指标均符合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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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及整改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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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责情况：6月 6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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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所所长高域轩处以党内警告处分。

二十八、信阳市南湾湖风景区 D410000201806050094
反映情况：信阳市浉河区南湾管理处茗阳

天下 3 期，茗阳山水酒店 15 台室外空调外机，距

离诉求人家不足 3 米，噪声扰民。诉求人自费

检测噪声超标，多次投诉未解决。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举报问题基本属实。
该酒店顶楼中央空调存在噪音超标扰民问题。

处理及整改情况：已责令该酒店立即整改，于
6月8日下发了《责令整改通知书》（信南执责改字
〔2018〕第 00201号），要求 10日内完成隔音改
造。目前，该酒店已关闭楼顶空调外机，正进行隔
音施工。同时，已与当事人沟通并取得谅解。

问责情况：无。
二十九、信阳市潢川县 D410000201806060030
反映情况：信阳市潢川县张集乡檀树村喻

岗组，豫森木料加工厂，生产过程中粉尘污染。

没有任何手续，占地 20亩。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举报的问题部分属
实。该木料加工厂主体建筑工程已完成，未安
装机械加工设备，没有生产能力，不存在粉尘污

染。该木料加工厂已办理“营业执照”，项目用
地为村组集体建设用地共12亩，未办理用地报
批和“环评”手续，存在未批先建问题。

处理及整改情况：已责令该企业立即停止施
工建设，对其下达了《停止土地违法行为通知书》
和《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并处行政处罚6
万元，在未完善相关手续前禁止施工建设。

问责情况：无。
三十、驻马店市上蔡县 D410000201806040054
反映情况：驻马店市上蔡县齐海乡郑庄村

东头，有一家碎石场粉碎石子时粉尘、噪音污染

严重。

调查核实情况：关于反映“驻马店市上蔡县
齐海乡郑庄村东头，有一家碎石场粉碎石子时
粉尘、噪音污染严重”问题，经调查，群众反映问
题部分属实。群众反映的碎石场为上蔡县隆泰
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位于齐海乡齐海集南
郑庄村东 500米路南，项目于 2018年 3月取得
环评批复并开始建设，5月份建成并投入试生
产。在接到此举报件之前（2018年 6月 2日），
上蔡县环保局在对该公司的现场检查中发现，
该公司在试生产过程中采用湿法除尘，料堆覆
盖到位，但生产车间未完全封闭、厂界周围隔音
板没有全部围挡。上蔡县环保局于当日对该公
司下发了责令（限期）改正决定书。目前，该公
司正在停产整改。

处理及整改情况：责令上蔡县隆泰新型建
筑材料有限公司在2018年 6月 14日之前，对生
产车间进一步整修密闭、厂区周围安装隔音板。

问责情况：无。
三十一、驻马店市上蔡县 D410000201806070011
反映情况：驻 马 店 市 上 蔡 县 齐 海 乡 郑 庄

村 东 头 ，有 一 家 碎 石 场 粉 碎 石 子 时 粉 尘 、噪

音 污 染 严 重 。 第 六 批 受 理 件（受 理 编 号

D410000201806070011）与 第 四 批 受 理 件（受 理

编号 D410000201806040054）举报内容相同，属

于重复举报。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人员实地调查，群众
反映问题部分属实。群众反映的碎石场为上蔡
县隆泰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位于齐海乡齐
海集南郑庄村东 500米路南，项目于 2018年 3
月取得环评批复并开始建设，5月份建成并投入
试生产。在接到此举报件之前（2018年 6月 2
日），上蔡县环保局在对该公司的现场检查中发
现，该公司在试生产过程中采用湿法除尘，料堆
覆盖到位，但生产车间未完全封闭、厂界周围隔
音板没有全部围挡。上蔡县环保局于当日对该
公司下发了责令（限期）改正决定书。目前，该
公司正在停产整改。

处理及整改情况：责令上蔡县隆泰新型建
筑材料有限公司在2018年 6月 14日之前，对生
产车间进一步整修密闭、厂区周围安装隔音板。

问责情况：无。
三十二、驻马店市上蔡县 D410000201806080058
反映情况：驻马店市上蔡县大路李乡新庄农

场内有两家养猪场，养殖粪便直排，污染地下水。

调查核实情况：群众反映的“上蔡县大路李
乡新庄农场内两家养猪场”分别为上蔡县宏伟
种猪有限公司和上蔡县富润成养殖有限公司。
两家养殖场均位于大路李乡S331省道南侧，都
属于规模化以上养殖场。上蔡县宏伟种猪有限
公司扩建年存栏 12000 头生猪养殖项目于
2011年 12月 30日通过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
于 2014年 1月 22日通过竣工环保验收。上蔡
县富润成养殖有限公司年出栏生猪3100头，其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备案申请表备案。1.关于反
映“驻马店市上蔡县大路李乡新庄农场内有两
家养猪场，养殖粪便直排”问题。经现场调查，
两家养殖企业都采用干清粪模式，残留粪尿冲
洗废水先进入沉淀池进行沉淀氧化，后进入沼
气池进行厌氧发酵，产生的沼液再进入沼液储
存池存放，存放后的沼液用于农田施肥。现场
检查发现，两家养殖场的废水全部进入沉淀池，
未向厂界外排放，也未发现向厂界外排放粪水
的痕迹。2.关于反映“污染地下水”问题。两家
养殖企业厂区内各建有自备井一眼。2018年 6
月 13日，上蔡县卫生防疫部门对两家养殖场自
备井水质取样化验，检测报告显示，各项检测指
标 均 符 合《 生 活 饮 用 水 卫 生 标 准 》
（GB5749-2006）（附检测报告）。反映内容所
称“驻马店市上蔡县大路李乡新庄农场内有两
家养猪场，养殖粪便直排，污染地下水”与实际
情况不符，反映问题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上蔡县将对全县畜禽养
殖企业进一步加强监管，对现有畜禽养殖场按
照有关规定控制养殖规模、严格落实污染防治
措施，加大粪污综合资源化利用力度，确保人民
群众的生活环境不受侵扰，努力实现畜禽养殖
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问责情况：无。
三十三、驻马店市遂平县 X410000201806080042
反映情况：驻马店市遂平县西部部分乡镇

如花庄、张台、文城等养猪普遍，农民在家养猪，

污染严重，影响其他村民正常生活。建议猪场

应选在离居民或集镇 1 公里以上、地势高、开阔

平坦的地方，且猪舍以南北向为好，有利于自然

通风。应先搞好设计规划，包括生产区、生产辅

助区。希望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能够督促当地

政府尽快整治这种混乱局面，还村民一个安全

卫生的基本生活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遂平县花庄镇位于县城西
18公里，耕地面积 5.6 万亩，人口 2.8 万人。遂
平县张台乡现为凤鸣谷风景区管委会，位于县
城西南35公里，耕地8685亩，人口6755人。遂
平县文城乡位于县西南部，距县城 22公里，耕
地 6.4万亩，人口 3.6万人。1.关于反映“遂平县
西部部分乡镇如花庄、张台、文城等养猪普遍，
农民在家养猪，污染严重，影响其他村民正常生
活”问题。（下转第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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