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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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批）

一、焦作市孟州市 D410000201806100004（*）
反映情况：焦作市孟州市河阳办事处长店

村老蟒河污染严重，河水呈绿色。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该举报部分属实。孟
州市河阳办事处长店村老蟒河（实为蟒河），起
源于白墙水库流经孟州市谷旦镇、河阳办事处、
大定办事处，在大定办事处新河口处汇入老蟒
河。

2018年 4月，孟州市在老蟒河下游开始实
施老蟒河河道底泥无害化整治工程。为减少
上游来水对施工的影响，从今年4月份开始，白
墙水库停止向老蟒河放水。经过孟州市水利部
门及河阳办事处排查，该河段没有排污口，没有
污水排放的情况。经现场查看，举报件中反映
的河水处于断流状态，部分河段有少量积水。
因近期高温，造成水质变差，河草、绿藻繁殖，水
呈绿色。

2018年 6月 10日，孟州市环境保护局对该
段河道内积水进行取样，监测结果为：COD
54mg/L,氨氮0.68mg/L，总磷0.72mg/L，部分
指标超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 V 类水标
准。

处理及整改情况：针对该问题，孟州市按照
河南省河流清洁百日行动工作方案，实行“三清
一净”，对河道进行清理。水利部门在不影响下
游施工的前提下，自 6月 11日起调度白墙水库
对该河道进行生态补水0.5个流量。下一步，孟
州市将加快下游河道底泥无害化整治工程建设
进度，确保 6 月底前完工，恢复该河段正常流
量。同时，严格落实“河长制”，各级河长加强巡
查，确保该河段无污水排入。

问责情况：无。
二、焦作市山阳区 D410000201806010047
反映情况：焦作市山阳区山阳路南水北调

桥东西两侧，设有垃圾粉碎设备两台，在环保设

施不完善的情况下粉碎垃圾，粉末物料露天堆

放，装车时没有防尘措施，扬尘污染严重。粉尘

直接落入河道内。

调查核实情况：反映问题基本属实。信访
举报件反映的两台垃圾粉碎设备位于山阳区南
水北调绿化带提升区内，距离南水北调主干渠
约 440 米。目前建好的垃圾粉碎处理点有两
个，张庄垃圾处理点已经启用，恩村二街处理点
建好后尚未启用。垃圾处理再利用公司制订了
《垃圾粉碎处理现场操作规范》，从原料入口到
物料出口的垃圾粉碎作业面进行了棚化封闭，
垃圾粉碎设备配套有雾炮抑尘设备与喷淋洒水
设施，具备湿法作业的设备条件。现场车辆装
运垃圾时，挖掘机配备有雾炮车不间断洒水抑
尘。检查中发现，垃圾粉碎后部分物料覆盖不
及时，对环境有一定影响。

处理及整改情况：山阳区区城改办下达了
整改通知书，要求垃圾处理再利用公司立即整
改，现已整改到位。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处罚
20000元；依据《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
七 十 九 条 的 规 定 处 罚 30000 元 ，共 计 处 罚
50000元。目前，案件正在办理中。

问责情况：无。
三、安阳市内黄县 D410000201806040005
反映情况：1.安阳市内黄县豆公乡国保建材

厂，生产过程中排放刺鼻气味。2.内黄县刘庄村

盛辉建材厂，应该停产的企业目前还在生产。

调查核实情况：关于信访人反映内黄县国
宝建材有限公司生产过程中排放刺鼻气体问
题。经调查，反映问题基本属实。关于信访人
反映该公司（内黄县刘庄村盛辉建材厂）应该停
产的企业目前还在生产问题，经调查该问题属
实。该公司焙烧工段正在生产，上料工段未生
产、破碎工段未生产、切坯工段未生产。

处理及整改情况：2018 年 6 月 6 日，内黄
县攻坚办下发了《内黄县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
指挥部办公室关于紧急通知停止内黄县国宝
建材有限公司等 8 家企业生产用电的通知》
（内环攻坚办通〔2018〕074 号）文件。该县供
电公司与豆公镇政府立即对该公司（内黄县豆
公乡国保建材厂）进行了断电，整改完成后，需
经内黄县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
及内黄县环境保护局等相关部门验收合格方
可恢复生产。2018年 6月 6日，内黄攻坚办下
发了《内黄县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
室关于紧急通知停止内黄县国宝建材有限公
司等 8 家企业生产用电的通知》（内环攻坚办
通〔2018〕074号）文件。该县供电公司与长庆
路街道办事处立即对该公司（内黄县刘庄村盛
辉建材厂）进行了断电，待整改完成后，需经内
黄县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及内
黄县环境保护局等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
恢复生产。

问责情况：1.内黄县纪委监委给予豆公镇
环保所所长王献彬党内警告处分。2.豆公镇政
府对网格员张永生予以辞退处分。3.内黄县纪
委监委对长庆路街道办事处驻厂监督员王海中
给予记过政务处分。

四、安阳市内黄县 D410000201806040021
反映情况：安阳市内黄县楚王镇前尹王村，

村支书非法占用耕地建驾校。前尹王村北边拉

土运土没有防尘措施，扬尘污染严重。

调查核实情况：关于信访人反映楚旺镇前
尹王村党支部书记非法占用耕地建驾校问题，
经核查举报问题属实。关于信访人反映楚旺镇
前尹王村北边拉土运土没有防尘措施、扬尘污
染严重问题，经核查基本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内黄县国土局对张卫军
违法占地一案进行立案查处，其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之规
定。当场给张卫军下达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通知书》，作出对张卫军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
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处罚款53938元，

并向内黄县电力供电有限公司楚旺镇供电所送
到了抄告单，对张卫军练车场进行停电。张卫
军违法占地建练车场一案，已进入法律程序。
针对楚旺镇前尹王村北边拉土运土没有防尘措
施、扬尘污染严重问题，目前该地块已填土完
毕，路面尘土已打扫并清洗，裸露土面已全部覆
盖到位，扬尘情况得到妥善处置。

问责情况：鉴于楚旺镇前尹王村非法占
用耕地建驾校、村北边拉土运土没有防尘措施
扬尘污染严重问题，楚旺镇党委政府给予前
尹王村党支部委员、四级网格长关长征党内警
告处分。

五、安阳市林州市 D410000201806070144（*）
反映情况：安阳市林州市合涧镇兴达焦化

厂，晚上排放刺鼻气味、烟尘，污染环境，居民无

法开窗。该厂建厂以来，邵康庄村已经有数十

位癌症患者，不知道是否跟污染有关。诉求人

今天在新闻上看到该化工厂排放刺鼻气味不属

实，认为新闻说得不对。

调查核实情况：经核实，反映问题不实。
林州新达焦化有限公司手续齐全，有《排污许
可证》，按照环评及行业深度治理要求，配套建
设了规范的污染防治设施，该企业在线监测数
据及第一季度无组织废气《检测报告》显示，所
排污染物均未超标。为进一步核实“刺鼻性”
气味情况，林州市组织环保、合涧镇工作人员，
于 6月 9日、10日连续两天夜间 0时至 3时，分
别在厂区、厂界、邵康庄、郭家庄、土楼村 5 个
点安排 2 至 3 名工作人员，对该企业出焦、推
焦、熄焦过程中“刺鼻性气味”产生情况进行现
场检查，每间隔 10 分钟记录现场状况。检查
结果显示，除在厂区及厂界可闻到轻微异味
外，邵康庄、郭家庄、土楼村三个点均未有异
味。同时，经林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初步调
查，邵康庄和周边的村庄肿瘤发病率无明显
差异。

处理及整改情况：无。
问责情况：无。
六、安阳市林州市 D410000201806080026
反映情况：安阳市林州市 2017 年开展冬季

取暖双替代工作，按照政府规定招标中标企业

卖给老百姓机器，老百姓不用付钱，政府后期补

给企业，但是至今未兑现，一共欠企业 900 多万

元。

调查核实情况：经核实，举报问题属实。截
至 2018年 1月 31日，林州市共需“洁净型煤替
代”和“双替代”补贴资金 1776.61 万元。2017
年，林州市已拨付“洁净型煤替代”和“双替代”
补贴资金770万元，剩余1006.61万元。

处理及整改情况：6月 11日，林州市财政部
门已将 1006.61 万元资金拨付到各乡镇，并通
知各中标入围企业办理结算手续，6月底前全部
结算完毕。

问责情况：1.对工商质监局主任科员（散烧
办副主任）张向阳、财政局总会计师郭广峰进行
约谈。2.对工商质监局消保科科长赵启昌进行
诫勉谈话。

七、安阳市林州市 D410000201806090075（*）
反映情况：安阳市林州市横水镇马店村，被

2 公里外的石料厂毁了村里五六座大山和 500

多亩土地，每天放炮开采石头，影响生活。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反映问题部分属
实。林州市横水镇马店村 2002年开始存在石
料开采及加工，到 2006 年发展到 5 个开采企
业，开采点离马店村最近距离约1.8公里，5家企
业于 2006年至 2007年办理了环评审批手续，
2013年通过环保验收；2016年林州市完成横水
镇马店村5家石料开采企业整合工作，整合为3
家企业。

处理及整改情况：按照河南省、安阳市工
业企业 2017 年至 2018 年秋冬季错峰生产要
求，横水镇马店村 3家石料开采企业于 2017年
10月 15日至 2018年 3月 31日停工，2018年 4
月 1 日开始恢复生产。在正常开采生产中，3
家石料开采企业每天爆破作业次数 1至 2次，
时间为上午 11时左右。2018年 5月 16日，林
州市环保部门在现场检查中发现，横水镇马店
村 3 家石料开采企业生产中存在擅自扩大生
产规模现象，当日对其采取了断电停产措施，
并进行了立案查处，3家企业已于 5月 16日停
产到位。

问责情况：无。
八、安阳市林州市 D410000201806090081
反映情况：安阳市林州市横水镇马店村北

山上的中宝骨料有限公司，没有相关手续，生产

过程中扬尘污染，噪声扰民，向安阳市、林州市

环保局反映多次未解决。

调查核实情况：1.关于“没有相关手续”问
题。经调查，反映问题不属实。林州中宝骨料
建材有限公司于 2016年 8月办理环评审批手
续，2017年 2月通过环保验收，2017年 4月投
入生产，有营业执照，手续齐全。2.关于“生产
过程中扬尘污染，噪声扰民”问题。经调查，反
映问题不属实。林州中宝骨料建材有限公司
按照环评要求，在各个产污环节均配套安装了
污染防治设施，生产厂房、物料传输廊道全部
进行了密闭，厂区周围设置了防风抑尘墙，配
置 4 辆洒水车对厂区及周边运输道路进行每
天不定时洒水抑尘。验收监测报告及 2018年
以来在线监测数据显示，粉尘、噪声未有超标
排放。

处理及整改情况：目前，该公司处于停产状
态，该公司恢复生产后，林州市将第一时间对其
进行厂界无组织粉尘及噪声监测，根据监测结
果进行处理。

问责情况：无。
九、安阳市林州市 D410000201806090087
反映情况：安阳市林州市任村镇前峪村东

边养猪场，往漳河排放粪便废水，污染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反映情况部分属
实。林州市任村镇前峪村东共有养殖场 5 家
（养猪场 4家、存栏 662头，养羊场 1家、存栏 22
只），均属禁养区，4家养猪场均有沉淀池或沼气
池。但是，存在部分养殖粪便溢流外排问题，未
发现有养殖粪便或废水排入漳河。

处理及整改情况：林州市政府按照《林州市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方案》文件要求，决定对 5
家养殖场进行关闭取缔。截至6月 12日 17时，
5家养殖场的 662头猪、22只羊已经全部转移
出售，取缔到位。

问责情况：1.对任村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关
永贞进行约谈。2.对任村镇组织委员王文娴进
行诫勉谈话。3.给予任村镇前峪村党支部书记
陈伏红党内警告处分。

十、滑县 D410000201806070063
反映情况：安阳市滑县上官镇，滑县到长垣

的路上、上官镇街里路两边烧烤摊油烟污染严

重，每天晚上 7点到 9点钟最严重。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上官镇上官村道路两
侧共发现 3家露天烧烤，其中胡伟涛烧烤点、胡
文亮烧烤点2家使用燃气烤炉，张百超烧烤点1
家使用电烤炉。

处理和整改情况：举报情况基本属实，为进
一步规范道路两侧营业秩序，上官镇政府立即
对 3家烧烤进行取缔，目前已经取缔到位。同
时，要举一反三，加强网格化监管，落实责任，积
极推动建立长效管理机制，规范烧烤摊点，避免
此类现象再次发生，进一步做好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

问责情况：中共上官镇委员会对城管中队
分包此片区人员胡民召、王一博同志全镇通报
批评，并做出深刻检查。

十一、滑县 D410000201806050096
反映情况：安阳市滑县焦虎镇小马村东侧

有一家塑料加工厂，只在夜间生产，生产时通过

暗道将废水排入地下水井，生产气味难闻。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该厂全称滑县焦虎镇
小马村环宇新型材料厂，位于小马村村东，负责
人杨令。该厂曾被相关部门查处并按照要求进
行了处理和拆除，至检查时未恢复生产能力，也
未接到群众投诉。经现场勘察，该厂地下水井
系自备水井，主要用于日常生活，废水为循环冷
却水，有循环池未发现外排。管道为该厂循环
用水管道，未发现将废水排入地下水井的情
况。2018年 6月 5日晚，接到中央第一环境保
护督察组交办件后，执法人员速去现场检查，发
现该厂已将原拆除设备重新安装，并且有生产
痕迹，且该企业相关手续不齐全。6月 6日，又
对该单位进行调查，并根据举报内容对该厂周
边居民进行了调查走访，询问了解地下水、异味
是否对村民日常的生产、生活造成影响，共分为
五组，走访20户。据杨红雨、王凤英、王绍飞等
20户村民反映均没影响，平时在农田干活时未
闻到难闻气味。2018年 6月 8日，执法人员再
次对该单位厂区及周边进行勘察核实，仍未发
现该厂将废水排入地下水井的情况。经我局执
法人员现场核实，没闻到刺鼻难闻气味，未发现
暗管或暗井排污，信访人举报通过暗道将废水
排入地下水井不属实，但发现该企业相关手续
不齐全。

处理及整改情况：1.责令该企业停止违法
行为。2.相关手续不齐全，焦虎镇人民政府对
该单位实施拆除。执法人员以后会加强对类似
企业的监管力度，要求焦虎镇人民政府严格落
实“属地管理”责任，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并上报。

问责情况：无。
十二、商丘市民权县 D410000201806090096（*）/

X410000201806100047
反映情况：
D410000201806090096（*）：商丘市民权县

庄子镇魏楼村东北角有 5 家化工厂，最近的化

工厂距离鱼塘 30 米左右。生产灭多威农药，排

放有毒废气、粉尘颗粒物，导致 3 家鱼塘 11 塘鱼

死亡损失 200 万元。诉求人认为民权县环保局

不作为，当时查处情况作假。

X410000201806100047：群众来信反映：2014

年 5 月-7 月，商丘市民权县庄子镇魏楼村韩明

化工厂未经任何部门许可，擅自建设并投入生

产，排放有毒有害废水及废气，导致刘章顺、马

秀云、胡景维 3 家共计 11 个鱼塘，养殖鱼类大量

死亡，经济财产损失 200 万元左右。虽该厂于

2014 年 7 月被关停取缔，但未履行相应赔偿责

任。另投诉民权县政府、民权县环保局、庄子镇

政府失职渎职，有行贿受贿嫌疑，多次上访无

果，致使经济损失的问题在长达 4 年的时间里

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希望能再次督导商丘市政

府、民权县环保局，按事实解决问题。做到实事

求是，公平正义。

调查核实情况：反映情况与第 2批第八条
（D410000201806020051、D410000201806020068）、
第 5 批第二十一条（D410000201806030133）
系同一地点同一个问题，属重复举报，不再重复
公开。

十三、商丘市示范区 D410000201806100042
反映情况：商丘市示范区张阁镇沈牌坊村

与杜庄村中间高速路桥下，周围村子的垃圾都

堆放在该处，无人处理。

调查核实情况：接到举报件后，示范区高度
重视，迅速组织张阁镇等相关负责人赶赴现场，
发现垃圾堆放是沈牌坊村和杜庄村两个村今年
夏天小麦收割时的秸秆，因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秸秆不能进村，临时堆放在桥下。经现场调查，
举报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示范区按照属地管理的
原则，责令张阁镇政府立即组织人员进行垃圾
清运，地面覆盖，现已全部处理完毕。

截至目前，示范区张阁镇政府共出动人员
36人，推土机 1台，挖掘机 3台，机动三轮车 6

辆，垃圾已经清运完毕，地面已全覆盖。示范区
要求张阁镇把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作为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打造“美丽乡村”的总抓手，以清理集
镇街道、道路、河塘垃圾和清扫保洁为工作重
点，全面优化和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问责情况：无。
十四、周口市商水县 D410000201806100026
反映情况：周口市商水县黄寨镇，运粮河河

水受到污染，河水发白气味难闻。

调查核实情况：经现场调查，群众反映的运
粮河水体污染问题基本属实。运粮河从上游流
入我县黄寨镇境内近4公里，途经黄寨镇勾营、
黄寨、后胡、陆老、腰庄、张寨6个行政村。流经
范围内无入河排污口和污染企业，沿河两岸产
生的生活垃圾已于 2018年 3月农村人居环境
百日行动期间清理清运；河面漂浮物也已全部
打捞清理。但由于上游截流，导致近期黄寨镇
辖区内无水流，又因下游水量小，河底长年未清
淤，积存大量淤泥，加之天热升温，导致淤泥散
发气味，目前正在全面清理。

处理及整改情况：目前，已责令商水县水利
局和黄寨镇政府立即对河底进行彻底清淤和整
治，严格落实“河长制”和水污染防治专项行动
工作要求，加大巡河频次，严禁垃圾秸秆入河，
保持河面清洁，同时，通过在沿河两岸栽植绿化
苗木、修缮两岸河道等方式，全力以赴做好运粮
河生态环境工作，改善境内运粮河水质。

问责情况：无。
十五、周口市商水县 D41000020180602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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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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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及整改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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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排污口改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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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工程需清淤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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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责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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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洛阳市汝阳县 D410000201806040104
反映情况：洛阳市汝阳县十八盘乡斜纹村，

华氏砂石有限公司在河道上挖了多处渗坑，开

采砂石许可证没有公章造假，存在生态破坏造

成安全隐患。

调查核实情况：接举报后汝阳县相关部门
立即组织对企业展开调查，经汝阳县水利局核
实，采砂许可证未造假，企业停产后未按要求
对采砂坑恢复到位，存在安全隐患。举报部分
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县水利部门将加大对河
道采砂的巡查力度，已组织机械设备平复砂坑，
恢复生态，彻底消除安全隐患。

问责情况：给予负有监管责任的县水利局
河道管理所所长曹胜利和十八盘乡环保工作负
责人何跃波行政警告处分。

十七、洛阳市偃师市 X410000201806080058
反映情况：1.洛阳市偃师市有大小鞋厂几

百家，每天产生大量废鞋料。近年来政府虽采

取措施，但是仍有大量厂家将废鞋料倾倒在村

外、荒地、沟坡、河边点燃（主要是晚上）。2.很

多村把生活垃圾随意倾倒在村外、荒沟、池塘，

还有部分被焚烧，污染环境。3.各种养殖场星

罗棋布，养殖污水直接排放，臭气熏天。希望以

上问题得到重视。

调查核实情况：2013 年 9月，偃师市在洛
阳华润热电厂建立了偃师市鞋业废料无害化
处置中心，年处理能力 13000 吨左右，排放达
到国家标准，年收集处置率达 95%以上。因旺
季产生废料多，不能做到及时清运，加上制鞋
企业、加工户法律意识淡薄，导致仍有少部分
焚烧现象。在核查时发现部分村庄保洁员不
到位，生活垃圾清运不及时，有外溢现象，镇、
村自设的垃圾填埋场里垃圾随意堆放没用黄
土覆盖。在对养殖户核查时发现，确有个别小
型养殖场对环境保护不重视，对养殖污染治理

投入不够，存在养殖污水外排现象。举报部分
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针对个别区域仍有生活
垃圾和鞋业边角废料焚烧的现象，偃师市采取
增加运输车辆，增加清运人员，配备专业管理人
员等措施提高制鞋边角料的收集处理率。加强
值班值守，确保统一处理。对排查出来的污水
外排问题及未整改到位的养殖场，督促各镇、办
及养殖户进行集中治理，确保畜禽养殖污染整
治工作落到实处。

问责情况：无。
十八、许昌市禹州市 D410000201806090034
反映情况：许昌市禹州市梁北镇董村店 11

组有一家门厂，生产过程中排放废气，喷漆气味

难闻，反映过问题但一直未解决。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基
本属实。2018年 6月 10日，禹州市接到信访交
办件后立即组织现场调查，发现群众反映企业
全称为禹州市豪发家具店，该厂处于停产状态，
但有生产痕迹。调查发现，该厂无环评手续、土
地手续及其他手续，生产过程中存在喷漆行为，
且油漆废气治理设施不完善。

处理及整改情况：针对该企业存在的环境
违法行为，禹州市将其生产设备已拆除到位，原
料已清理完毕。

问责情况：梁北镇纪委对镇环保所负责人
予以约谈，对梁北镇董村店村网格化管理责任
人予以党内警告处分。

十九、许昌市禹州市 D410000201806100001
反映情况：1.许昌市禹州市小吕乡官庄村，

有一个化工厂环境污染。2.诉求人称没有职工

医疗保险十几年了，自己出钱都不让办，住院钱

不给报销。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投诉人反映“许昌
市禹州市小吕乡官庄村有一个化工厂污染环
境”的问题不属实。经调查小吕乡境内没有“官
庄村”，但有关庄行政村和小关庄自然村。经属
地乡政府和禹州市环保局联合摸底排查并询问
当地百姓，关庄村和小关庄自然村均不存在投
诉人反映的化工厂。

处理及整改情况：许昌市将督促禹州市强
化监管，严格落实环境监管网格化责任，及时排
除环境污染隐患，化解环境风险，杜绝环境污染
事件的发生。投诉人反映的医疗保险问题不属
于环保问题，移交禹州市医保部门和属地乡政
府妥善处理。

问责情况：无。
二十、许昌市长葛市 D410000201806100045
反映情况：许昌市长葛市董村镇白务村小

学南边 300 米路西，有一家活性炭厂，环保形势

严峻时停产，过后继续生产，生产过程中排放刺

鼻气味并且烧煤。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部分
属实。其中活性炭厂情况属实，烧煤情况属实，
但废气处理后能达到河南省《工业窑炉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项目筛选、破碎、晾晒过程主要
污染物为颗粒物，不产生刺鼻气体；“环保形势
严峻时停产，过后继续生产”不属实，该企业于5
月 23日自行停产整治，对火化炉进行改造，拟
改用液化天然气代替燃煤。

处理及整改情况：根据《长葛市工业污染源
专项整治量化工作方案》和《关于印发活性炭行
业环保专项执法检查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下
一步长葛市将督促该公司提升改造，改用液化
气为燃料。目前，该公司已与液化气公司签订
液化气供应协议，火化炉液化气连接管道已基
本完工。

问责情况：无。
二十一、许昌市建安区 D410000201806100087
反映情况：许昌市建安区劳动北路河南农

业大学许昌校区门口，附近建筑工地晚上八点

到十点运输车辆经过，扬尘污染严重。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基本
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建安区由城管部门牵头，
组织公安交警、交通等部门开展夜间集中清查
行动，对不按规定时段和规定路线违规运行的
清运车辆进行严格查处；对商砼车、大货车、沙
石运输车辆的覆盖情况、运输状况和抛洒等问
题进行专项执法检查，发现违法行为立即查处；
继续加大道路清扫保洁、洒水降尘频次，保持道
路干净整洁。

问责情况：无。
二十二、许昌市鄢陵县 X410000201806050039(*)
反映情况：许昌市鄢陵县马栏镇乐陵岗村

311 国道路南，一个园林苗圃内有一个石料储置

加工厂，占用基本农田 30 余亩，生产时产生极

大噪音和大量粉尘，在无任何污染防治设施的

情况下，24 小时开工生产。2017 年 4 月对其严

重污染进行举报后，执法部门对其进行了处罚，

并未对其要求增加污染防治设施，或对其进行

关闭拆除。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该案件反映情况部
分属实。群众反映的污染问题属实。6月 6日，
鄢陵县工作组对该洗砂场进行了现场调查，发
现该洗砂场主要从事砂石清洗销售，生产过程
中无任何污染防治设施，无土地、无工商等相关
手续，属于“散乱污”企业，2017年群众举报后
未调查处理到位。群众反映占用基本农田 30
余亩不属实。该场占地 4.3 亩，地类为一般耕
地，没有占用基本农田。

处理及整改情况：鄢陵县已按照“断水、断
电、清除原料、清除产品、清除设备”标准，对该
企业进行了取缔。

问责情况：鄢陵县纪委监察委对马栏镇政
府、鄢陵县环境监察大队 2名责任人给予政务
警告处分；给予马栏镇乐陵岗村 1名责任人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

（下转第十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