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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九版）经排查，花庄镇共有规模以上养猪
场 21个，养猪专业户 33户；凤鸣谷风景区管委
会（张台乡）共有规模以上养猪场2个，养猪专业
户9户；文城乡共有规模以上养猪场8个，养猪专
业户212户。遂平县自2017年开展水污染防治
攻坚整治以来，规模以上养殖场均建有沉淀池、
晾粪场和粪便干湿分离设备，规模化养殖场不存
在直排、乱排污现象。养殖户主要以家庭养殖居
多，规模化程度不高，存在单户养殖量小、养殖分
散等特点。大多数家庭散养户对养殖污染治理
重视不够，存在排污设施建设标准不高、档次低
等情况，距离周边群众很近，加之夏季来临气温
升高，养殖粪便清理不及时造成污染。反映问题
部分属实。2.关于反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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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建议提得很好，完全接受。目前遂平
县正在制定“畜禽养殖三退三进实施方案”，计划
通过政府引导，财政奖补资金扶持养殖户与养殖
规模小区、养殖协会相结合，以养殖户退出散养、
退出庭院、退出村庄，进入规模场、进入合作社为
目标，积极发展绿色生态畜牧业，实现养殖源头
减量、过程控制、末端利用的新格局，不断提升畜
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

处理及整改情况：一是针对规模化养殖场，
三个乡镇 31个规模化养殖场已按照标准要求
全部落实整改到位。畜牧部门加强畜禽养殖污
染防治和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指导与服
务工作；环保部门加强对规模化养殖场日常监
管工作，发现环境违法行为严厉查处。二是针
对养殖户，根据排查结果共有 9家养殖户在养
殖过程中存在污染环境行为，乡镇政府已责令9
家养殖户在 2018年 6月 30日前将周边污染物
清理，建设标准化养殖粪便处理设施。逾期整
改不到位者，在追究违法行为的同时对其进行
清养。三是遂平县花庄镇、凤鸣谷管委会（张
台）、文成乡政府已经购买除臭剂，6月 15日前
发放到每个养殖户，消除养殖户在养殖过程中
产生的难闻气味，改善周边环境。

问责情况：无。
三十四、驻马店市产业集聚区 D410000201806080057
反映情况：驻马店市产业集聚区古城街道

办事处古马路向东荆州高速涵洞 200 米处有一

家石子加工厂，晚上生产噪声、粉尘污染严重，

该厂没有任何手续。

调查核实情况：群众反映的“石子加工厂”为
高俊华石子加工厂，位于市产业集聚区古城办事
处大余庄居委会，具体位置在古马路与京珠高速
交会处东侧250米路南。经调查，该石子加工厂
没有任何手续。根据对周围路过的群众进行了
解，由于该石子厂没有任何环保治理设施，在生
产时产生的噪音和粉尘较大。反映问题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2018年 3月 7日，市产业
集聚区古城办事处执法中队在例行巡查时发现
该石子加工厂无手续且有生产迹象。2018年 3
月 8日，向该石子加工厂下发了停止违法生产
通知书，对其进行了断电处理，并进行不间断巡
查监管，至今未生产。2018年 6月 10日，在古
城办事处执法中队现场监督下，该石子加工厂
进行了自行拆除机器和厂房，并对现场余料和
裸露黄土进行全覆盖。2018年 6月 11日，该石
子加工厂拆除后的厂房、生产设备残留和余料
全部清运干净。下一步，市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将责成区环保、执法部门做好督察工作，要求古
城办事处举一反三，抓住当前开展“散乱污”治
理“回头看”的时机，加大“散乱污”企业的排查
治理力度，严防“散乱污”企业生产反弹。

问责情况：无。
三十五、驻马店市驿城区 D410000201806080029
反映情况：驻马店市驿城区胡庙乡大韦庄村

栗树庄组，今年新建一个水泥砖厂，生产噪声扰

民。运输扬尘污染严重。该厂没有任何手续。

调查核实情况：反映的“水泥砖厂”实为驿
城区胡庙乡大韦庄村村民韦勇生于 2018 年 5
月下旬擅自私建的免烧砖厂（无名称）。该厂生
产厂房占地80平方米，生产设备是一套日生产
5000 块水泥砖自动切块成型机。1.关于反映

“生产噪声扰民”问题。经调查，水泥砖厂附近
没有居民，最近的村为栗树张组，距离 1.3 公
里。反映问题不属实。2.关于反映“运输扬尘
污染严重”问题。经现场核实，该砖厂院内道路
未完全硬化，场区外为乡村水泥路，路面有积
尘，反映问题属实。3.关于反映“该厂没有任何
手续”问题。经调查，该厂没有取得任何行政审
批手续。在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之
前，有关部门已经对该砖厂违法行为做出了处
理。反映问题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1.驿城区环保局和驿城
区胡庙乡土管所已分别于 2018年 5月 25日和
2018年 6月 3日，对韦勇生砖厂送达了《责令纠
正违法行为通知书》和《责令停止土地违法行为
通知书》，要求其立即停工，并责令韦勇生于 6
月 7日前进行自行拆除，恢复原状。2.2018年 6
月 8日，调查组现场调查时发现，该水泥砖厂虽
然停止生产，但没有进行拆除。6月 9日上午，
驿城区胡庙乡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对违法违规
砖厂进行强制拆除。目前，该厂所有厂房及设
备全部拆除完毕，已恢复原状。

问责情况：无。
三十六、洛阳市偃师市 D410000201806040092(*)/

D410000201806040096(*)
反映情况：洛阳市偃师市邙岭镇古路沟村，

每天晚上多辆大车拉化工废料倾倒，污染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偃师市政府接到反映后立
即组织相关部门展开调查，经调查，邙岭镇古路
沟村4组村民韩胜利在古路沟村南沟私设倾倒

场所，联系他人往沟里倾倒废铝灰，共倾倒废铝
灰约 300立方米，经取样检测，氟化物、氰化物
含量均未超过浸出毒性限值，属于一般工业固
废。废物来源为洛阳豫誉冶金有限公司和山化
无名铝渣加工厂。举报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偃师市政府已责成山化
镇政府按照“散乱污”标准对无名铝渣加工厂进
行取缔；环保部门对洛阳豫誉冶金有限公司进
行立案处罚。废渣现已清理完毕。

问责情况：给予山化镇副镇长周俊龙全镇
通报批评；给予山化镇企业服务中心副主任、东
屯村包村干部王小杰诫勉谈话；给予东屯村村
委会主任宋世杰党内警告处分。

三十七、周口市沈丘县 D410000201806080096
反映情况：周口市沈丘县北城区北马庄行政

村王老庄自然村东 40 米左右，有一家养猪场距

离居民过近，气味难闻，投诉人 6月 3日给中央督

察组投诉过，到现在，该养殖场一直未搬迁。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此次举报内容与第三批编号：
D410000201806040083、D410000201806040084
举报件反映的污染企业、地点和环境污染问题
基本相同，只是对搬迁进度进行再次举报投
诉。（一）原信访件调查核实情况：6月 4日，在接
到第 3批转办案件后，沈丘县政府立即成立了
以副县长刘德君为组长，北城办事处、畜牧局、
环保局、公安局、监察委员会等相关部门主要负
责人为成员的案件调查领导小组，第一时间进
行了调查和处理。经调查，该养殖场名称为沈
丘县辉昊养殖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刘晓耕，
目前存栏量 1150 头，其中母猪 150 头、猪仔
1000头，群众反映环境污染问题属实。（二）原
信访件处理整改情况：针对该养殖专业合作社
存在的环境违法行为，沈丘县政府对其采取了
以下措施：1.县环保局对该养殖合作社进行立案
调查，下达了《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决定书》和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责令业主对场内未采取
“三防”措施储存的粪便进行清理，全面消除污
染；2.县公安局对法定代表人刘晓耕实施了行政
拘留；3.北城办事处采取了果断措施，对养殖场
北侧沟渠的污水和粪便进行了清理；4.县畜牧局
对该养殖合作社制订搬迁计划，限6个月内搬迁
完毕，在搬迁期间产生的粪便和污水做到日产日
清；5.县政府对此次污染问题举一反三，迅速对
全县畜禽养殖业进行全面排查，坚决杜绝此类事
件的发生。（三）原信访件问责情况：沈丘县监察
委员会对沈丘县环保局监察大队副大队长崔海
涛诫勉谈话、对县畜牧局畜牧股干部韩明改约
谈、对北城区马庄行政村党支部书记郭永法诫勉
谈话，并责令北城办事处、县畜牧局、县环保局三
个单位向县委、县政府作出深刻检讨。

处理及整改情况：沈丘县政府已责成北城
办事处、县畜牧局、县环保局等单位根据部门分
工，明确责任人，严格按照搬迁计划方案的要
求，完成各个搬迁时间节点的工作。目前，第一
时间节点（7月 10日前）任务是：相关部门配合
该养殖场落实搬迁所需土地，或寻找其他养殖
场地阶段。目前正在组织实施。搬迁方案计划
责任人：县畜牧局王洪岭、北城办事处王金海。

问责情况：无。
三十八、周口市淮阳县 D410000201806090015
反映情况：淮阳县民生街老外贸局路两旁

有两家杀鸡点气味难闻，噪音污染，两年前曾向

淮阳县政府反映无处理结果。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属实。
两家小屠宰点位于淮阳县民生街老外贸局旁，无
任何手续，无治理设施，属小作坊式生鸡宰杀点。

处理及整改情况：淮阳县联合执法组采取
切断动力电源、拆除非法设施、清除原料等措施
对两处小屠宰点进行了依法取缔。

问责情况：经淮阳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党组研究决定，给予淮阳县食药监局城关镇负
责人李伟和网格管理责任人魏广利诫勉谈话。

三十九、兰考县 D410000201806040043
反映情况：兰考县谷营镇中心小学南胡同

里面，有一家洗涤厂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噪

声扰民。城关镇陈寨村三岔路口向西 200 米路

北，有一家洗涤厂污水直排到农田里。

调查核实情况：部分属实。谷营镇洗涤厂
位于谷营镇霍寨村，单位名称兰考联房洗涤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91410225MA3XDJJ064，主
要从事宾馆床单、被褥洗涤服务工作，2018年 6
月 4 日 项 目 进 行 环 评 备 案 ，备 案 号
201841022500000048。检查时该公司洗涤项
目未生产，清洗废水经收集后排入城市管网内，
但该公司选址在居民区内，用地性质属住宅，非
建设用地。城关镇洗涤厂位于兰阳街道办事
处，无任何相关手续，主要从事宾馆床单、被褥
洗涤服务工作，清洗废水排入厂内一水泥硬化
池内，县环保局监测人员已提取水样。

处理和整改情况：2018年 6月 5日兰考县
环境攻坚办已督办谷营镇人民政府、兰阳街道
办事处，要求依法对两家企业进行取缔。截至
2018年 6月 6日，这两家企业均已按照“三断两
清”标准取缔到位。

问责情况：无。
四十、开封市祥符区 D410000201806070126
反映情况：开封市祥符区曲兴镇卫生院向

北 1 公里，有一家砖厂无环评手续，偷偷生产，

烧煤浓烟滚滚，污染庄稼，附近村民没法居住。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核实，举报情况部分
属实。该砖厂已于 2016年 6月 20日办理了环
评手续。该厂在安装完成各项设备后，于 2018
年 5月 30日进行设备调试，点火调试进行了 2
天，并未进行正式生产。经核查，该厂进行设备
调试使用的能源是液化气，并没有烧煤，不应发
生浓烟滚滚现象。由于该厂区出入口未设置喷
淋设备，车辆出入存在扬尘污染问题，对庄稼会
造成灰尘污染。该厂位于黄河大堤南，距离最
近的居民点大王坦村 800米左右，距离曲兴镇

卫生院 1500米左右，该厂刚进行调试，并未正
式生产，距离周边居民区较远，不存在附近居民
无法居住的情况。

处理及整改情况：接到转办件后，6月 7日，
区治理整顿黏土砖瓦窑厂联席会议办公室对该
厂下达了整改通知书。针对该厂存在的问题，
区国土、环保部门已经对该厂下达了整改通知
书。同时采取以下措施：1.对厂区裸露土地进
行全面绿化、硬化；2.建设进出厂区车辆喷淋冲
洗设施；3.设置围挡、并在围挡上设置喷淋设
施；4.建设棚舍，原材料入棚入仓；5.2018年 6月
18日前对存在问题全部整改完成；6.经区有关
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生产。

问责情况：该企业未达到环评污染防治措施
要求，且未经相关部门批准，私自调试生产造成
扬尘污染。经区委、区政府研究，决定对负有属
地管理责任的曲兴镇人民政府和对负有监管责
任的区环保局、区治理黏土砖瓦窑厂办公室给予
全区通报批评，对曲兴镇人民政府分管副镇长白
本涛、区环保局副主任科员马保忠、区治理黏土
砖瓦窑厂办公室副主任渠明强给予约谈。

四十一、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D410000201806070124
反映情况：开封市金明区水稻乡回回寨村 6

组、7组基本农田被回回寨村杜甫以及村党支部书

记干儿子范萌豪等 3人强行挖沙抽沙，向水稻乡

土地所、水稻乡纪委反映一直未解决，反而越来越

猖狂。6组、7组村民代表被杜甫、范梦豪威胁。

调查核实情况：接件后，6月 10日，区管委
会组织召开相关领导及国土、公安、纪工委部门
参加的案情分析会，并到案件现场查看。

经国土部门调查，挖沙抽沙情况属实。该
抽（挖）沙地点位于水稻乡回回寨村七组（门八
府村）。涉及抽（挖）沙当事人分别为杜甫、李顺
利、范萌豪，三人均为水稻乡回回寨村村民，其
中范萌豪并非是村党支部书记郭红旗干儿子，
是村党支部副书记范知杰的儿子。据调查，反
映人向水稻乡土地所、水稻乡纪委反映问题一
直未解决情况不属实。据公安机关调查，暂未
发现杜甫、李顺利、范萌豪在挖（抽）沙时威胁、
恐吓村民及强行采沙的行为。

处理及整改情况：杜甫、李顺利、范萌豪在
耕地上挖（抽）沙的行为已涉嫌违犯《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六条“禁止占用耕地
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
采矿、取土”等规定，目前国土部门已依法立案
调查，开封市国土资源局已向省国土资源厅申
请破坏耕地鉴定，6月 11日上午省国土资源厅
专家已到现场实地测量，待鉴定结果出具后，视
情况即时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破坏土地犯罪线
索。随后，水稻乡、国土部门将根据相关要求，
将破坏的耕地恢复原状。公安机关组织民警深
入现场勘察取证，依据案件办理程序，依法对涉
事相关人员和群众代表进行了传唤、问询，对关
乎此事的人员身份、涉及地域的土地性质等相
关问题进行了核实了解。

问责情况：根据《开封市 2017-2018 年秋
冬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量化问责奖励规
定》，对分包水稻乡的区党工委委员、党工委副
书记张玉贞进行约谈。区党工委、管委会、纪工
委监察部门决定分别对水稻乡党委书记李洪
峰、水稻乡乡长吴琰提醒谈话；对水稻乡党委副
书记王海磊、水稻乡党政办主任董金辉诫勉谈
话；给予水稻乡国土资源管理所所长张伟、水稻
乡回回寨村党支部书记郭红旗、水稻乡回回寨
村党支部委员郭云海党内警告处分；给予水稻
乡回回寨村村委会主任王星、水稻乡回回寨村
党支部副书记范知杰、水稻乡回回寨村七组组
长袁胜利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四十二、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D410000201806060073 /
D410000201806060089

反映情况：D410000201806060073：商丘市

睢阳区长江路与文明路交叉口远洋新天地小区

二期建设项目，昼夜施工噪声扰民，施工过程中

粉尘无防护措施，废水、废弃物未经处理直排市

政雨水管道，污染环境，投诉人怀疑开发商无环

评相关手续。D410000201806060089：商丘市睢

阳区长江路与文明路交叉口，远洋新天地小区

二期建设项目，昼夜施工噪声扰民，施工过程中

粉尘无防护措施，废水、废弃物未经处理直排市

政雨水管道，污染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远洋新天地二期建设项目
位于示范区长江路和豫苑路交叉口向南 50米
路西。该项目是由河南鸿茂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承建,由公寓、商业、高层住宅组成的综合体建
设项目。该项目已在发改委、国土、规划、环保
住建等相关部门办理批准文件，各项手续齐
全。两个举报件反映的系同一地点同一个问
题，属重复举报。

处理及整改情况：经现场调查，举报部分属
实。（一）该项目昼夜施工噪声扰民问题。按照
商丘市环保局5月 23日下发的《关于加强2018
年中高考期间噪声污染控制与监督检查工作的
通知》，示范区环境监测监察大队加强了对各类
施工工地高考期间的噪声监管。6月 5日夜间，
示范区环境监测监察大队夜班组接12369电话
举报该工地夜间施工噪声扰民问题，当即对其
下达了建筑工地施工噪声整改通知书（商示环
建停字〔2018〕第 016号），要求其夜间 10点至
凌晨 6点之间禁止施工，如有特殊工艺要求，报
示范区环境监测监察大队备案，并作出公示，取
得周围群众谅解后方可施工。示范区环保住建
局也对该项目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负责人进
行了约谈，并要求其写出保证书且予以公示并
对产生较大噪声的加工棚进行了必要的隔音处
理。同时，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示范区平安街
道办事处6月 6日对其下达了整改通知书，并安
排网格员加强对该工地驻场监管。（二）施工过
程中粉尘无防护措施问题。6月 8日，示范区环
保住建局要求项目单位立即对施工现场进行了

拉网式打扫，对现场的喷淋系统进行了一次全
面检修，并对现场喷淋标准和雾炮机作业进行
了要求，对喷淋、雾炮到不了的地方采取人工洒
水作业，同时对现场覆盖进行了排查和督导。
（三）废水排入市政雨水管网问题。通过认真细
致的调查，未发现废水排入市政雨水管网。（四）
无环评手续的问题。通过调查了解，该项目已
在发改委、国土、规划、环保住建等相关部门办
理批准文件，各项手续齐全，并作出公示，不存
在无环评手续问题。

问责情况：无。
四十三、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D410000201806080024
反映情况：商丘市示范区长江路东路远洋

新天地二期，高考期间施工，扬尘污染。6 月 6

日，附近业主跟工地人员沟通，被工地人员打伤。

调查核实情况：1.远洋新天地二期建设项
目位于示范区长江路和豫苑路交叉口向南 50
米路西。该项目是由河南鸿茂装饰设计有限公
司承建,由公寓、商业、高层住宅组成的综合体
建设项目。该项目已在发改委、国土、规划、环
保住建等相关部门办理批准文件，各项手续齐
全。经现场调查，举报部分属实。2.此次信访
案 件 反 映 的 扬 尘 污 染 问 题 与 第 6 批 1 号
D410000201806060073、2号D410000201806060089
举报内容一致，两个举报件系同一地点，同一问
题 ，其 查 处 情 况 及 处 理 意 见 与 第 6 批
D410000201806060073、D410000201806060089
一致。

处理及整改情况：1.该项目昼夜施工噪声
扰民问题。按照商丘市环保局5月23日下发的
《关于加强2018年中高考期间噪声污染控制与
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示范区环境监测监察大
队加强了对各类施工工地高考期间的噪声监
管。6月 5日夜间，示范区环境监测监察大队夜
班组接12369电话举报该工地夜间施工噪声扰
民问题，当即对其下达了建筑工地施工噪声整
改通知书（商示环建停字〔2018〕第 016号），要
求其夜间10点至凌晨6点之间禁止施工。如有
特殊工艺要求，报示范区环境监测监察大队备
案，并作出公示，取得周围群众谅解后方可施
工。示范区环保住建局也对该项目的建设单
位、施工单位负责人进行了约谈，并要求其写出
保证书且予以公示，并对产生较大噪声的加工
棚进行了必要的隔音处理。同时，按照属地管
理的原则，示范区平安街道办事处6月 6日对其
下达了整改通知书，并安排网格员加强对该工
地驻场监管。2.施工过程中粉尘无防护措施问
题。接件后，示范区环保住建局要求项目单位
立即对施工现场进行了拉网式打扫，对现场的
喷淋系统进行了一次全面检修，并对现场喷淋
标准和雾炮机作业进行了要求，对喷淋、雾炮到
不了的地方采取人工洒水作业，同时对现场覆
盖进行了排查和督导。

处理结果：1.商丘市示范区长江路东路远
洋新天地二期已于当日停止施工，如有特殊工
艺要求，报示范区环境监测监察大队备案，并作
出公示，取得周围群众谅解后方可施工；该施工
现场进行了拉网式打扫，对现场的喷淋系统进
行了一次全面检修，对现场喷淋标准和雾炮机
作业进行了要求，对喷淋、雾炮到不了的地方，
采取人工洒水作业，同时对现场覆盖进行了排
查。2.关于 6月 6日附近业主与该项目工地人
员沟通，被工地人员打伤问题，属民事纠纷，公
安机关当天已介入调查。

问责情况：无。
四十四、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D410000201806070064
反映情况：商丘市平安街道办事处要求，属

于办事处管辖范围内的企业和建筑工地，5 月

30 日开始强制停工，没有任何书面通知。说是

因为环保督察回头看，先停产再说。

调查核实情况：示范区接到案件交办单后，
迅速成立督察组就举报内容进行调查，并要求
平安街道办事处自查自纠，经走访、调查、核实，
办事处并未无故要求任何企业停产、停工；仅按
照有关文件精神对达不到“六个百分之百”要求
的商都国际项目、董庄新村项目下达了《督促落
实整改通知》。经现场调查，举报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下一步，示范区将深入开
展自查，采取明察暗访、公开举报电话等多种形
式，加大对有监督管理职能单位的约束力度，严
肃查处“先停产再说”“一刀切”等违规违纪行
为，坚持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查处、及时通报。

问责情况：无。
四十五、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D410000201806090020
反映情况：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平台

办事处阳光路与方域路交叉口路东，城中村拆

迁遗留的建筑垃圾未清运，扬尘污染严重。

调查核实情况：接到举报件后，示范区组织
平台办事处相关人员赶赴现场。该拆迁工地位
于阳光路与方域路交叉口以东300米处的周倒
楼自然村，属示范区城乡接合部、城中村改造项
目。经现场调查，有部分拆迁垃圾覆盖不全，举
报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示范区按照属地管理的
原则，向平台办事处下达了问题交办单，要求其
在两日内解决处理完毕。平台办事处高度重
视，迅速解决拆迁建筑垃圾未覆盖、扬尘污染严
重问题，由于商丘市正处于扬尘管控期，建筑垃
圾未得到批准前不得清运，暂对该拆迁工地黄
土裸露、建筑垃圾覆盖不全的地方重新进行覆
盖，对老化损毁的防尘网给予更换。

截至目前，示范区平台办事处共出动 1000
人次，覆盖面积130万平方米，现已全部覆盖到
位，并高规格做好了围挡。下一步，示范区将加
强对该拆迁工地的督察巡查，要求负责拆迁工
地的网格长和网格员24小时监管，对因各种原
因造成的防尘网破损进行及时修复，确保各项
控尘、抑尘措施落实到位。

问责情况：无。

四十六、商丘市宁陵县 D410000201806050103
反映情况：商丘市宁陵县柳河镇梁庄，有一

家砖厂没有污染防治设施，没有环评手续，生产

过程中产生废气和粉尘污染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核实，举报不属实。
举报所反映的企业为宁陵县柳河鑫达新型墙体
材料厂，该企业位于宁陵县柳河镇梁庄西，建设
年产 1 亿块墙体材料项目，项目总占地面积
37486.59平方米，总投资 1800万元，环保投资
58.5万元。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委托河南首
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7年 6月编制完成，
并于 2017年 6月 30日通过了宁陵县环境保护
局审批（宁环审字〔2017〕10号）。项目配套建
设了除尘、脱硫设施，并购置一辆洒水车，2018
年 1月 28日该项目组织了自行竣工验收，已公
示，在线监控设施已安装。

现场检查时发现，原料煤矸石未入库，部分
物料未覆盖到位。

处理及整改情况：宁陵县环保局已对企业
下达责令改正决定书（宁环罚责改〔2018〕第 10
号），责令其立即停产，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迅速
整改，并将依法对其处以3万元罚款。

问责情况：无。
四十七、安阳市汤阴县 X410000201806050001
反映情况：汤阴县城关镇同德路环境卫生

等民生问题:1.居民出行道路至今仍是土路；2.

垃圾不能及时清运；3.除自费外，其余巷路未安

装路灯。

调查核实情况：反映问题属实。1.居民出
行道路至今仍是土路问题。同德路为城关镇南
关西村和县石油公司家属院居民出行的一条巷
道，东西长约 700米，南北宽约 6米。由于同德
路在新规划的康泰大街建设范围内，涉及拆迁
改造，所以未列入城市道路建设和背街小巷改
造规划中，未进行硬化。城关镇政府于6月 6日
连夜召开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并决定启动同德
路背街小巷治理项目，由镇、村两级共同出资对
同德路进行硬化，目前，已完成地表清理，并启
动招标程序。2.垃圾不能及时清运问题。同德
路垃圾由岳乡美保洁公司负责定期清运。由于
该保洁公司管理不到位等原因，导致垃圾清运
不及时。县城管局于 6月 6日晚连夜组织环卫
工人进行清运，已于 6月 7日凌晨全部清理完
毕。下一步，县城管局将加大监管力度，举一反
三，全面排查，督促各保洁公司对全县垃圾做到
日产日清，杜绝此类现象发生。3.除自费外，其
余巷路未安装路灯问题。为解决群众出行问
题，城关镇政府在同德路沿途安装15个 LED路
灯。截至6月7日17时，已基本安装到位。

问责情况：1.汤阴县环境卫生管理中心对
岳乡美保洁公司给予 1000元经济处罚。2.汤
阴县城管局党组对环境卫生管理中心四中队队
长冯小凯进行诫勉谈话。

四十八、许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D410000201806060101（*）
反映情况：许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谢庄村，

许昌源威建材有限公司，法人为徐某某，该厂建

在基本农田内，之前投诉已拆除，现在又开始生

产，存在应付检查情况，无任何相关手续，废气

污染严重。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部分
属实。1.群众所反映的许昌源威建材有限公司
投诉已拆除现在又开始生产，废气污染情况属
实。经调查核实，该公司为石子加工企业，粉碎
过程中存在粉尘污染问题。5月 14日接到群众
举报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村张办事处立即
组织相关人员对该料场实施断水断电，余料清
除，地磅拆除，但其间还有零星余料销售。2.反
映该公司建在基本农田内不属实。经调查核
实，该公司占用土地为建设用地。

处理及整改情况：6月 7日，接到中央第一
环境保护督察组信访举报交办件后，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再次对该企业进行关闭取缔。目
前已断水断电，厂房已拆除，设备已拆除，现场
物料已清理完毕，裸露地面已覆盖。

问责情况：许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对长村张街道办事处 2名责任人分别给予行政
记过和行政记大过处分。

四十九、巩义市 D410000201806030099 (*)
反映情况：巩义市小关镇 310 国道路北，华

强现代建筑材料有限公司露天生产，原料露天

堆放无覆盖，搅拌站粉尘污染严重。曾向巩义

环保部门反映过，一直无人回复。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郑州华强现代建筑材
料有限公司存在露天生产、原料露天堆放、搅拌
工段存在无组织排放现象。

处理及整改情况：市环保局已对该公司存
在问题，依法进行立案调查并责令整改。目前该
公司已停产，将按照《巩义市2018年大气污染防
治攻坚战实施方案》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治理改
造要求进行整改，6月 30日前新建车间1座，将
散装物料及搅拌工段置于密封车间内，同时安装
袋式除尘器1台，用于收集处理产尘点粉尘。

问责情况：无。
五十、商丘市睢阳区 X410000201806060042
反映情况：商丘市宋城路华夏路西南角地

的天然生态氧吧果林地带作为离商丘古城较近

的旅游景区，现已调整为商业开发区域。以牺

牲生态环境大计换取一时的土地收益造成的破

坏难以恢复，建议当地政府斟酌。

调查核实情况：经商丘市城乡规划局睢阳
分局、商丘市国土资源局睢阳分局、古宋办事
处等单位联合调查，该件反映区域位于睢阳区
宋城路南侧、华夏路西侧，按照《商丘市城市总
体规划（2005-2020）》布局，该地块用地性质
为居住用地和部分商业用地。2010 年 11月，
商丘市海通置业有限公司以 3880万元的价格
竞得该宗土地使用权，依据当时规划部门出具
的建设用地规划条件，出让合同约定用途为商
业。（下转第十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