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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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十版）该公司于2012年 10月 23日办理
了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为商国用〔2012〕第
151 号，使用权类型为出让，用途为商业。在
《商丘市城乡总体规划（2015-2035）》中，该地
块调整为居住用地和行政办公用地。因此，不
存在“现调整为商业开发区域”的情况，该举报
件反映问题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接件后，睢阳区政府高度
重视，成立调查组，由睢阳环保分局、商丘市环
境监察支队睢阳大队组成调查组赴现场展开调
查处置。按照第一时间接件、第一时间处置的
原则，根据案件情况，睢阳区环攻办立即下发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信访举报件交办
单》，由区环攻办督办，商丘市城乡规划局睢阳
分局、商丘市国土资源局睢阳分局、睢阳区古宋
办事处配合落实。

问责情况：无。
五十一、郑州市荥阳市 D410000201806050072（*）
反映情况：郑州市荥阳市连霍高速上街出

站口北 2 公里路西，郑州中星流体设备有限公

司离南水北调干渠 500 米左右，废水未经处理

直接排入地下，喷漆气味刺鼻。

调查核实情况：郑州中星流体设备有限公司
位于荥阳市王村镇薛村，法人为武军，原为机械
生产，后改为仓库存储，并通过环评备案，主要经
营范围为仓库存储，占地面积为 3000平方米。
经现场核实，该仓库外围确实距离南水北调干渠
500米，周围400米以内没有群众居住。对厂区
进行检查时，没有发现有生产迹象，对厂房内检
查时没有发现任何可以生产的设备，也没有发现
主要的生产原料和成品，不具备生产能力。举报
问题所指的喷漆气味刺鼻现象与调查事实不
符。主要废水为生活废水，废水经检查主要排入
该厂化粪池内，厂区内全部进行了硬化防渗处
理，不存在污水未经处理外排地下现象。日常监
管中也未发现该企业有污染违法行为。

处理及整改情况：加强监管，发现违规违法
行为，依法查处到位。

问责情况：无。
五十二、濮阳市台前县 D410000201806060037
反映情况：濮阳市台前县老城区金水路中

间段，金堤河被污染 20多年，水质发黑。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举报内容不属实。接
到转办通知后，台前县县委、县政府第一时间组
织相关部门进行调查处理，成立工作组现场督
导，并召集相关部门召开现场办公会，由县环保
局负责，立即对金堤河老城区金水路中间段河流
水质进行抽样检测，摸清水质状况，并对金堤河
两岸污染源进行详细排查，对存在直排直放、偷
排漏排等环境违法行为要依法立案调查。由县
水利局负责，对金堤河老城区金水路中间段两岸
非法排污口进行详细排查，对存在的排污口要第
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封堵。由县城市管理局负
责，对金堤河两岸存在的垃圾、秸秆等进行彻底
清理。由城关镇政府负责，组织人员对河道存在
的少许垃圾、漂浮物进行打捞。县环境监测站在
该水域长刘桥、体育馆东桥、西环桥3个点位进行
取样检测，结果均符合国家地表水水质相关要求。
经对金堤河两岸进行严密排查，县环保局未发现
环境违法行为，县水利局未发现非法排污口。

处理及整改情况：下一步拟采取以下长效
措施：1.严格落实河长制及河长巡河制度，确保
金堤河水质达标。2.县城管局加密金堤河两岸
卫生保洁频次，杜绝发生向河道内随意抛弃垃
圾的行为。3.城关镇政府组织开展“清河行
动”，抽调专门力量，对河道垃圾、漂浮物进行打
捞，并形成长效机制。4.加大环保基础设施建
设力度。2018年 6月底前，何庄橡胶坝工程建
成投运；2018年年底前，金堤河国家湿地公园
建成投运；2019年年底前，梁庙湿地工程、引黄
调蓄工程、县产业集聚区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
等建成投运，持续改善金堤河水体质量，确保水
质稳定达标，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问责情况：无。
五十三、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D410000201806050135
反映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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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核实情况：反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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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实。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安排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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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现该区域内有塑
钢门窗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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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应滨街道东滍村。

处理及整改情况：经调查，该企业名为平顶
山市东安门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温军学，主要
工艺为塑钢门窗切割、组装，生产工艺简单，虽
然塑钢门窗切割过程在全封闭厂房内进行，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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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企业没有发改、国土、规划、
环保等相关审批手续，为“散乱污”企业，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于6月 8日对其下达拆除通知书，责
令其立即进行拆除，并安排专人进行监督。

问责情况：对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国土分局、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规划分局、应滨街道办事处
进行全区通报批评，并要求其向区党工委、区管
委会作出深刻检查；对应滨街道办事处分包东
滍村的副书记张广峰进行诫勉谈话；鉴于东滍
村对“散乱污”企业排查不彻底，前期拆迁工作
不到位，造成以上问题的发生，责成给予应滨街
道办事处对东滍村党支部书记何兴乾、村主任
姚巧丽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五十四、三门峡市湖滨区 D410000201806060043
反映情况：三门峡市湖滨区崤山路与宋会

路交叉口南 100 米，三门峡戴卡轮毂厂夜间生

产过程中排放刺鼻废气，污染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环保部门陆续接到周边群
众以不同形式投诉戴卡轮毂厂气味扰民问题，
环境执法人员责令该厂采取积极整改措施并制
订详细的深度治理方案。深度治理完成后，第
三方监测机构于 2016年 11月对该厂厂界环境
空气质量进行了监测。经监测，该厂厂界无组
织废气未超过国家规定标准。2017年环境执
法人员责成该厂建成 2套在线监测设施并投入
运营，对该厂废气进行24小时严格监控。所有
监测结果表明，该厂深度治理后，各项废气污染
物排放均符合国家规定的相应排放标准。2018
年 6月 4日，环境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该厂所
有车间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未见异常现象，
执法人员现场调阅了该厂所有在线监测数据，查
阅了之前多次监测报告，未发现超标排污现象。
2018年6月9日，省环保督察组对该厂进行现场
检查，未发现异常现象，提议该厂在车间封闭性、
乳化液使用及存储方式、减少废液产生等方面进
一步改善。群众反映戴卡轮毂厂夜间生产过程
中排放刺鼻废气的情况不属实。企业生产过程
中产生异味，符合国家规定排放标准。2018年6
月 9日环境执法人员委托第三方再次对该厂厂
界环境质量进行监测。监测报告结果显示，戴卡
轮毂厂厂界无组织排放臭气浓度（无量纲）及其
他几项因子均未超过国家规定标准。

处理及整改情况：一是持续加大执法监管力
度，对该厂进行全时段监管，监督该厂生产及污
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二是按照该厂制定的下阶
段异味改善措施，监督其尽快完成改善工作。

问责情况：无。
五十五、巩义市 D410000201806050030(*)
反映情况：郑州市巩义市涉村镇凌沟村，中

铝一采区西采厂(承包人王春源)，该厂无任何环

保设施，无证开采，粉尘和噪声污染严重。政府

部门不作为，向市长热线和中铝集团负责人胡

东阳反映多次，相互推诿未给任何答复。

调查核实情况：2018年6月6日，巩义市案件
交办组针对举报内容，对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巩义市黏土矿一采区开采许可证等相关手续办理
情况、污染防治设施建设情况、粉尘和噪声污染情
况进行全面现场检查。2009年4月，该矿由河南
省 国 土 资 源 厅 颁 发 采 矿 许 可 证 ，证 号
C4100002009043120012720；编制有《中国铝
业股份有限公司巩义市黏土矿30万吨/年采矿工
程项目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并备案公告;安全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自 2016年 9月至 2019年 9
月。现场检查时，该矿处于停产状态，采场有洒水
车、雾炮、喷淋设备等污染防治设施。经调阅资
料，2017年9月，省国土厅向巩义市国土局转办了
《关于调查核实有关非法采矿问题的函》，巩义市
国土局已调查核实完毕并报告。该举报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无。
问责情况：无。
五十六、驻马店遂平县 D410000201806030056
反映情况：驻马店市遂平县沈寨镇所有村

的养猪场、养鸡场乱排污，气味难闻。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不属
实。遂平县沈寨镇位于遂平县西北部，是传统
的农业大镇、养殖大镇。经排查，该镇共有规模
以上养殖场 41个，专业养殖户 245户。养殖情
况主要以家庭养殖为主，规模化程度不高，存在
养殖量大、养殖分散、养殖种类多等特点。通过
2017年开展水污染防治攻坚整治，该镇规模以
上养殖场均建有沉淀池、凉粪场和粪便干湿分
离设备，不存在直排、乱排污现象。

处理及整改情况：遂平县沈寨镇人民政府加
强对散养户的规范管理，遂平县环境保护局加大
对规模化养殖场的监管力度，杜绝污染发生。

问责情况：无。
五十七、驻马店市正阳县 D410000201806040062
反映情况：驻马店市正阳县王勿桥乡大翁

村张寨组，群众反映河水上游麦秸秆随处堆放

污染河水，导致诉求人鱼塘的鱼死亡上万斤，向

政府各部门反映一直未解决。

调查核实情况：1.关于反映“河水上游麦秸
秆随处堆放污染河水”问题。经调查，2017年 7
月 23日，正阳县公安局和县环保局接到鱼塘承
包人儿子张玉作电话后，县公安局立即安排王
勿桥派出所到达死鱼现场进行调查并拍照；县
环保局安排监察执法人员和监测人员到达死鱼
现场勘查并提取水样进行化验；2017年 7月 24
日县农业局接到王勿桥乡政府电话，立即安排
渔政站到达死鱼现场进行调查并咨询了县气象
局，调查得知未下雨前，鱼塘水质清澈，2017年
7月 17日正阳县突降暴雨，大翁村、赵庄村、熊
李庄村的麦秸秆、土壤残留农药、鱼塘周边污染
物被冲刷到鱼塘内。群众反映的河水实际是人
工鱼塘，与河流没有连通，不存在河水污染问
题。2.关于反映“导致鱼塘的鱼死亡上万斤”问
题 。 经 调 查 ，县 农 业 局 根 据“ 正 环 监 字
WT-2017-122”监测报告及咨询河南省有关
资深专家，得知该水体死鱼原因，为养鱼水体氨
氮含量超标，但不是致死浓度；通过调查了解，
当时天气闷热，鱼塘池底淤泥过多，池中生长有
大量水草，并且水体内有除草剂有毒物质等综
合因素而导致水体鱼类死亡。死鱼时间在
2017年 7月 23日，规格一般在10-20斤/尾，品
种为草鱼、鲤鱼、白鲢。现场拍摄照片显示死鱼
数量不多，个别死鱼已腐烂变质，死鱼数量不
详。3.关于反映“向政府各部门反映一直未解
决”问题。经调查，2017年 7月 23日县公安局
和县环保局接到鱼塘承包人儿子张玉作电话
后，县公安局安排王勿桥派出所立即出警到达
现场进行调查并拍摄现场死鱼照片，经调查死
鱼事件达不到立案条件。县环保局安排环境监
察执法人员和监测人员到达死鱼现场进行现场
勘查并提取水样进行化验；2017年 7月 24日上
午，县农业局接到王勿桥乡政府电话安排渔政

站工作人员，前往死鱼事件现场进行调查。
2017年 8月 10日，县政法委胡书记就污染死鱼
事件召开了联合会议，县水利局通过调查，得知
人工塘属于乡村管理的范围；王勿桥乡政府和王
勿桥乡派出所针对《鱼塘承包协议》甲方签字人
员进行调查；县法制办通过审查《鱼塘承包协议》
告知张玉作两个问题：（1）关于协议主体资格问
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有关规
定，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应程序合法，需召开村民
会议讨论，并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
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王勿桥乡政府对协议
甲方签字人员的调查显示，协议签订之前，大翁
村张寨组合罗塘组并没有召开村民会议集体讨
论，未经张寨组合罗塘组大多数村民授权同意，
因此甲方不具主体资格，无权签订本协议。（2）关
于协议签订时间问题：协议规定承包期2007年8
月 10日至 2017年 8月 9日，但协议落款时间为
承包期结束后的2017年 8月 10日。同时，通过
王勿桥乡政府对协议甲方签字人员的调查，该协
议为2017年补签，与实际不符，不具法律效应。
2018年6月6日，正阳县接到中央环保督察组转
办件后，立即组织县政法委、县群工部、县环保
局、王勿桥乡政府、县水务局、县农业局、县法制
办等相关部门在王勿桥乡大翁村会议室召开见
面会，与鱼塘承包人儿子张玉作见面，反馈各单
位调查情况，参会人员现场签字作为见证。经以
上各部门现场调查及反馈，张玉作反映“向政府
各部门反映一直未解决”的问题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正阳县政府已出台相关
政策，加强秸秆综合利用和秸秆还田，减少农业
面源污染问题。死鱼事件属于无责任主体，养
鱼行为不受法律法规保护，乡政府为弥补养鱼
人的经济损失，通过信访渠道申请信访补贴做
到举报人满意，手续正在审批中。

问责情况：无。
五十八、郑州市高新区 D410000201806010053
反映情况：郑州市高新区碧桃路与化工路

交叉口东南角，要建一个化工厂（10 万吨的润滑

油、5 万吨的防冻液），周围有众多居民，距离高

新区实验小学只有 200 米，如果这个厂建在此

处将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产生的废气会影响

附近居民身心健康。

调查核实情况：不属实。中国石化润滑油
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以下简称“润滑油公司”）
年产10万吨润滑油、5万吨防冻液搬迁扩能项目
（以下简称“润滑油项目”），位于高新区化工路
南、碧桃路东、站北路北，用地性质为二类工业用
地，用地面积为 96.312亩。该项目主要从事润
滑油和防冻液的生产和储运。润滑油主要生产
工艺是将基础油、添加剂经混合分装后外售，混
合过程不发生化学变化。防冻液的主要生产工
艺是将软化水、乙二醇、少量的有机或无机盐类
等添加剂进行混合分装，混合过程不发生化学变
化。该项目于2014年10月立项；2014年11月，
润滑油公司委托河南鑫安利安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对项目进行安全预评价工作，2015年3月专
家组对预评价报告进行评审，2015年4月项目安
全预评价报告取得批复；2014年 11月，润滑油
公司委托安徽省四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开展环
评工作，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2015年 5月召开
专家技术评审会，专家组认为报告表关于该项目
建设的环境可行性结论可信，2015年6月完成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并取得市级环保部门批复（郑环
审〔2015〕362号）；2017年 12月，该项目用地挂
牌公示，2018年2月完成土地摘牌。

（一）环境影响评价工作。1.项目用地问
题。根据《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豫环文
〔2015〕33号)中工业项目分类清单，无化学反
应过程的专用化学品制造，属于二类工业项目
中的石化化工大类，用地为二类工业用地，符合
相关规划。2.环评编制有关情况。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六条“国家根
据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程度, 对建设项目的
环境影响评价实行分类管理。可能造成轻度环
境影响的，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对产生
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或者专项评价”，该项目属
于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范围。按照《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GB/T4754—2017），经对该项目生
产工艺、原材料及产成品分析，其生产过程仅为
原材料的混合，不涉及原油提炼工艺，不发生化
学变化，故环评报告将此项目行业确定为C266
专用化学品制造。根据《石油化工企业卫生防
护距离》（SH3039—1999）第 2.1.0条规定“石油
化工装置(设施)与居住区之间的卫生防护距离，
应按表 2.0.1 确定，本表未列出的装置 (设施)
与居住区之间的卫生防护距离一般不应小于
150米，当小于150米时应根据环境影响报告书
的结论确定”。本项目未列入表 2.0.1 表中，因
此卫生防护距离确定为150米。在卫生防护距
离内无环境敏感点，高新区实验小学、祝福红
城、兰寨新城等敏感目标均位于本项目卫生防
护距离 150米范围之外。3.环评单位问题。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九条

“接受委托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提供技术
服务的机构,应当经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考核审查合格后，颁发资质证书，按照资质
证书规定的等级和评价范围,从事环境影响评
价服务,并对评价结论负责。为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提供技术服务的机构的资质条件和管
理办法，由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制
定”，第二十条“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的环境影
响报告书或者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由具有相
应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的机构编制”，该项目委托
的安徽四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取得环境保护部
颁发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证书，证书
编号国环评乙字第 2l30号,有效期至 2018年 6
月 30日，评价范围包括一般环境影响报告表。

（二）安全评估工作。依据《危险化学品目

录》（2015版），润滑油及防冻液不在危险化学
品目录内，不属于危险化学品。该项目工艺属
常温常压下的物理调和过程，无化学反应。根
据《建设项目安全实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安监总局令第36号）的要求，润滑油公司
于2014年 11月至 2015年 4月期间委托具有安
全评价甲级资质的河南鑫安利安全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对润滑油项目进行了安全预评价,2015
年 3月 28日该预评价报告（报审版）经专家评
审，评审意见为“《预评价报告》符合国家、行业、
地方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同意通
过该《预评价报告评审》”；2015年 4月出具了该
安全预评价报告（备案版）。润滑油产品及其原
材料均为高沸点、高分子量混合物，其开口闪点
均在 200摄氏度以上，燃点在 230摄氏度以上，
属于黏度高、闪点高、不易挥发的液体，不属于
易 燃 品 。 在《 建 筑 设 计 防 火 规 范 》
（GB50016-2014）火灾危险分类中属于丙类
（闪点不低于 60摄氏度的液体），在《石油化工
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50160-2008）火灾危
险分类中属于丙 B类（闪点高于 120摄氏度），
均 属 于 火 灾 危 险 性 较 低 类 别 。 依 据
GB50160-2008《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
第 4.1.9条的要求，存储上述物质的储罐组或装
置与相邻居民区、公共福利设施和村庄的防火
距离应为75米。经测量，该项目与相邻的中钢
集团郑州金属制品研究院、河南润众二手车展
厅、中央储备粮郑州直属库等单位距离，均符合
相关要求。储罐组或装置与相邻居民区、公共
福利设施和村庄的防火距离符合相关要求。

（三）控规编制工作。根据高新区规划局目前
初步调查和论证结果，高新区化工路南、云杉路东
区域用地于2008年 12月经省政府批准征收（豫
政土﹝2008﹞393号），随后国土部门开展了该区域
的土地征收工作，依据当时执行的《郑州市市区总
体规划(1995-2010)》,该区域规划为仓储用地。
2010年，在《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
中，该区域未在控制区范围内，未做强制性要求，
其用地性质允许通过其他层级城乡规划作出安
排。在郑州市总规中该区域规划有220KV高压
走廊，在现有架空高压线完成入地改造后，为进一
步贯彻落实集约节约用地精神，在该区域的控制
性详细规划中明确为二类工业用地，在化工路南
侧绿化带中预留高压走廊通道。

处理及整改情况：2018年 3月，《中国石化
润滑油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工业及配套设施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批前公示》在相关网站公示
后，周边群众对该项目建设表示较大关切，引起
高新区管委会高度重视，随即组织相关单位开
展全面调查，调查期间暂停该项目一切手续办
理。下一步，高新区有关部门将会同上级业务
部门和专业机构，继续对群众关切的相关问题
进行深入调查并及时回复，做好沟通协调工作。

问责情况：无。
五十九、郑州市高新区 D410000201806030008
反映情况：郑州市高新区化工路与碧桃路

交叉口东南角，将要建年产 10 万吨润滑油厂

（中国石化郑州分公司），4 月份信息已经公示，

目前处于停建状态。投诉人认为该厂存在环评

造假，在人口密集区建设润滑油厂不合理。

调查核实情况：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
郑州分公司（以下简称“润滑油公司”）年产 10
万吨润滑油、5万吨防冻液搬迁扩能项目（以下
简称“润滑油项目”），位于高新区化工路南、碧
桃路东、站北路北，用地性质为二类工业用地，
用地面积为96.312亩。该项目主要从事润滑油
和防冻液的生产和储运。润滑油主要生产工艺
是将基础油、添加剂经混合分装后外售，混合过
程不发生化学变化。防冻液的主要生产工艺是
将软化水、乙二醇、少量的有机或无机盐类等添
加剂进行混合分装，混合过程不发生化学变化。
该项目于2014年10月立项；2014年11月，润滑
油公司委托河南鑫安利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项目进行安全预评价工作，2015年3月专家组
对预评价报告进行评审，2015年4月项目安全预
评价报告取得批复；2014年 11月，润滑油公司
委托安徽省四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开展环评工
作，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2015年 5月召开专家
技术评审会，专家组认为报告表关于本项目建设
的环境可行性结论可信，2015年6月完成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并取得市级环保部门批复（郑环审
〔2015〕362号）；2017年 12月，该项目用地挂牌
公示，2018年2月完成土地摘牌。

（一）环境影响评价工作。1.项目用地问
题。根据《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豫环文
〔2015〕33 号)中工业项目分类清单，无化学反
应过程的专用化学品制造，属于二类工业项目
中的石化化工大类，用地为二类工业用地，符合
相关规划。2.环评编制有关情况。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六条“国家根
据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程度, 对建设项目的
环境影响评价实行分类管理。可能造成轻度环
境影响的，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对产生
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或者专项评价”，该项目属
于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范围。按照《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GB/T4754-2017），经对该项目生
产工艺、原材料及产成品分析，其生产过程仅为
原材料的混合，不涉及原油提炼工艺，不发生化
学变化，故环评报告将此项目行业确定为C266
专用化学品制造。根据《石油化工企业卫生防
护距离》（SH3039-1999）第 2.1.0 条规定“石油
化工装置(设施)与居住区之间的卫生防护距离，
应按表 2.0.1 确定，本表未列出的装置 (设施)
与居住区之间的卫生防护距离一般不应小于
150米，当小于150米时应根据环境影响报告书
的结论确定”。本项目未列入表 2.0.1 表中，因
此卫生防护距离确定为150米。在卫生防护距
离内无环境敏感点，高新区实验小学、祝福红

城、兰寨新城等敏感目标均位于本项目卫生防
护距离 150米范围之外。3.环评单位问题。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九条

“接受委托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提供技术
服务的机构，应当经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考核审查合格后，颁发资质证书，按照资质
证书规定的等级和评价范围，从事环境影响评
价服务，并对评价结论负责。为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提供技术服务的机构的资质条件和管
理办法，由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制
定”，第二十条“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的环境影
响报告书或者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由具有相
应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的机构编制”，该项目委托
的安徽四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取得环境保护部
颁发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证书，证书
编号国环评乙字第 2l30号，有效期至 2018年 6
月 30日，评价范围包括一般环境影响报告表。

（二）安全评估工作。依据《危险化学品目
录》（2015版），润滑油及防冻液不在危险化学
品目录内，不属于危险化学品。该项目工艺属
常温常压下的物理调和过程，无化学反应。根
据《建设项目安全实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安监总局令第36号）的要求，润滑油公司
于2014年 11月至 2015年 4月期间委托具有安
全评价甲级资质的河南鑫安利安全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对润滑油项目进行了安全预评价,2015
年 3月 28日该预评价报告（报审版）经专家评
审，评审意见为“《预评价报告》符合国家、行业、
地方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同意通
过该《预评价报告评审》”；2015年 4月出具了该
安全预评价报告（备案版）。润滑油产品及其原
材料均为高沸点、高分子量混合物，其开口闪点
均在 200摄氏度以上，燃点在 230摄氏度以上，
属于黏度高、闪点高、不易挥发的液体，不属于
易 燃 品 。 在《 建 筑 设 计 防 火 规 范 》
（GB50016-2014）火灾危险分类中属于丙类
（闪点不低于 60摄氏度的液体），在《石油化工
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50160-2008）火灾危
险分类中属于丙 B类（闪点高于 120摄氏度），
均 属 于 火 灾 危 险 性 较 低 类 别 。 依 据
GB50160-2008《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
第 4.1.9条的要求，存储上述物质的储罐组或装
置与相邻居民区、公共福利设施和村庄的防火
距离应为75米。经测量，该项目与相邻的中钢
集团郑州金属制品研究院、河南润众二手车展
厅、中央储备粮郑州直属库等单位距离，均符合
相关要求。储罐组或装置与相邻居民区、公共
福利设施和村庄的防火距离符合相关要求。

（三）控规编制工作。根据高新区规划局目前
初步调查和论证结果，高新区化工路南、云杉路东
区域用地于2008年 12月经省政府批准征收（豫
政土﹝2008﹞393号），随后国土部门开展了该区域
的土地征收工作，依据当时执行的《郑州市市区总
体规划(1995—2010)》，该区域规划为仓储用地。
2010年，在《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
中，该区域未在控制区范围内，未做强制性要求，
其用地性质允许通过其他层级城乡规划作出安
排。在郑州市总规中该区域规划有220KV高压
走廊，在现有架空高压线完成入地改造后，为进
一步贯彻落实集约节约用地精神，在该区域的控
制性详细规划中明确为二类工业用地，在化工路
南侧绿化带中预留高压走廊通道。

处理及整改情况：2018年3月，《中国石化润
滑油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工业及配套设施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批前公示》在相关网站公示后，
周边群众对该项目建设表示较大关切，引起高新
区管委会高度重视，随即组织相关单位开展全面
调查，调查期间暂停该项目一切手续办理。下一
步，高新区有关部门将会同上级业务部门和专业
机构，继续对群众关切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调
查，及时向群众进行回复，做好沟通协调工作。

问责情况：无。
六十、郑州市新密市 D410000201806040061
反映情况：郑州市新密市超化镇王村有 3

家煤场，负责人分别是钱国臣、钱国文、张晓

松。没有任何手续，违法生产。

调查核实情况：不属实。新密市超化镇王
村钱国臣、钱国文、张晓松 3家煤场是位于超化
镇王村的张涛煤场、张亚军煤场和张晓松煤场，
钱国臣、钱国文分别为张涛煤场和张亚军煤场的
日常管理人员，3家煤场无任何合法手续，均属新
密市2017年 574家台账内“散乱污”取缔企业，
台账序号分别为493号、494号和497号；超化镇
政府于2017年 5月 20日取缔到位，2017年 7月
15日经过新密市验收。以上3家煤场内均未见
有生产设备、原料和成品，没有生产迹象；现场均
已黄土覆盖，并播撒草籽进行控尘。

处理及整改情况：2018年 5月 28日，按照
新密市控尘办要求，超化镇政府对辖区内取缔
煤场播撒草籽进行控尘。下一步环保部门、新
密市超化镇政府要加大巡查力度，杜绝“散乱
污”企业出现，严防死灰复燃，切实打赢全市环
境污染防治攻坚战。

问责情况：无。
六十一、郑州市新密市 D410000201806040026
反映情况：郑州市新密市牛店镇打虎亭村

庙坡组西，有一化工厂的废水通过渗坑排入地

下，污染饮用水。曾向各级环保部门反映，至今

没有回复。

调查核实情况：不属实。企业工商注册名称
为郑州丰洋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位于新密市牛店
镇打虎亭村，法定代表人李世杰。该公司2013年
12月1日未重新报批环境影响审批手续，在后院
擅自开工建设化工厂，并投入生产，生产废水排入
无防渗漏措施的渗坑，造成牛店镇打虎亭村庙坡
组及周边2家养殖户井水污染。2014年7月，该
公司化工厂所有生产设备被政府依法拆除。经现
场调查，该公司院内原化工厂已不存在。

（下转第十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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