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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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批）

(上接第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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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书记向
乡、镇环保部门透露被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因投
诉人反映当地的两个厂（迈德隆门厂、欧文斯砖
厂）问题均与村书记有关，望尽快查处”问题，属
实。（一）反映的“平顶山市叶县田庄乡后李村村
书记向乡、镇环保部门透露被举报人的个人信
息”问题，属实。经查，该村党支部书记彭汝俊，
男，汉族，1966年 7月出生，叶县田庄乡后李村
人，1985年 7月入党，自 1990年 7月至今任后
李村党支部书记。在田庄乡人民政府和相关部
门展开联合调查时，积极配合向调查人员提供
被举报对象的企业信息及日常生产情况。同
时，本着为举报人负责，把工作做到实处，联合
调查组对彭汝俊是否透露举报人信息情况展开
调查。经查，所有涉及中央环保督察组“回头
看”的交办件，均为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直
接转办，全程保密，各级政府均不可能获取举报
人的任何个人信息，不存在也不可能向各级人
民政府和部门透露举报人个人信息。（二）反映
的“当地的两个厂（迈德隆门厂、欧文斯砖厂）问
题均与村书记有关，望尽快查处”问题，属实。
经叶县田庄乡纪委调查，这两个企业是田庄乡
和后李村招商引资企业，彭汝俊作为后李村党
支部书记，除和位于该村辖区内的企业保持有
正常的工作关系外，不存在正常工作关系之外
的联系。

处理及整改情况：无。
问责情况：无。
二十七、平顶山市舞钢市 X410000201806100045
反映情况：平顶山市舞钢市尹集镇李板庄

村村北高处建有一个养殖合作社，养殖污水直

排，水中夹着粪便，污染居民生活用井井水，流

走的污水直接流入玉皇庙河，冲进舞钢市的田

岗水库。2016 年以来多次上访举报无果，希望

严肃查处。

调查核实情况：经舞钢市人民政府调查核
实：反映“平顶山市舞钢市尹集镇李板庄村村
北高处建有一个养殖合作社，养殖污水直排，
水中夹着粪便，污染居民生活用井井水，流走
的污水直接流入玉皇庙河，冲进舞钢市的田岗
水库。2016 年以来多次上访举报无果，希望
严肃查处”属实。经调查，该养殖社建设有晾
晒棚及沉淀池等粪污处理设施。粪污水经导
流渠进入厂区东侧沉淀池，养殖社院内未进行
雨污分流，现场检查时未发现污水直接流入玉
皇庙河现象。但该养殖社已建设的沉淀池与
养殖规模不匹配，存在粪污外溢现象。虽未形
成径流流向玉皇河，但存在渗透影响地下水隐
患。在降雨时，因沉淀池不能满足前期雨水收
集的要求，雨水会携带粪污经过自然沟进入玉
皇庙河。2016 年 12 月，舞钢市环保局曾接到
群众反映舞钢市磊旺养殖专业合作社存在的
环境问题，当时已指派该局环境执法人员对现
场展开调查。该养殖社粪污未采取有效措施
进行收集处理直接排出厂外，晾粪棚无“三防”
措施。2016年 12月 22日，舞钢市环境监察大
队向其下达了《关于责令舞钢市磊旺养殖专业
合作社改正环境违法行为的通知》（舞环监纠
〔2016〕121号），按照要求，该养殖社随后建成
了沉淀池。2017年 5月，舞钢市环保局接到舞
钢市信访局转来反映该合作社存在环境问题
的举报件后，环境执法人员现场核实发现该养
殖社有少量养殖粪污溢出现象，晾粪场“三防”
措施不完善，要求其按照畜牧部门的指导意见
进一步完善设施。在舞钢市畜牧局同年 6月 3
日下达《行政指导意见书》后，该场建设了粪
棚，排污道加盖了盖板。因为该合作社雨污未
分流，粪污乱堆，2018 年 6 月 4 日舞钢市畜牧
局再次对其发放了《行政指导意见书》，要求做
到雨污分流、清理场外粪污。在此期间，尹集
镇政府也多次到现场检查指导，督促企业整
改，但是仍不能彻底解决沉淀池外溢、雨水冲
刷造成粪污污染环境现象。

处理及整改情况：针对舞钢市磊旺养殖专
业合作社迟迟不能按照要求彻底整改相关环
境问题，并不断扩大养殖规模，已影响到舞钢
市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安全和附近居民生活环
境，6月 16日，舞钢市人民政府依据《畜禽养殖
污染防治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
防治法》《舞钢市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和适
养区划分方案》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责令
尹集镇人民政府负责监督该养殖社于 6月 30
日前自行退出养殖。退养过程中由舞钢市畜
牧局做好相关技术指导，确保退养过程稳定有
序。同时要求尹集镇人民政府监督该养殖户
对沉淀池内现有粪污立即清运，退养过程中粪
污日产日清。

问责情况：针对舞钢市尹集镇人民政府、舞
钢市畜牧局、舞钢市环保局督促该养殖社落实
有关政策不到位、工作不实不细不深入，致使该
养殖社违规存在长达 6年之久，对饮用水源和
附近环境造成污染影响：1.舞钢市畜牧局经研
究，决定对畜牧科提出批评。2.因监管不力，舞
钢市尹集镇党委对负有直接责任的尹集镇农机
环保站站长刘建清同志给予全镇范围内通报批
评。3.因监管不力，舞钢市环保局对舞钢市环
境监察大队给予通报批评。

二十八、平顶山市鲁山县 X410000201806110015（*）
反映情况：平顶山市鲁山县荡泽河观音寺

乡、瓦屋镇、背孜乡河段，胡乱采砂现象严重，导

致河水污染，人畜饮水困难。另外因采砂造成

水位下降，河水干涸，洪水到来可能致使两岸几

万亩良田不保。

调查核实情况：经鲁山县人民政府调查核
实：1.反映的“平顶山市鲁山县荡泽河观音寺
乡、瓦屋镇、背孜乡河段，胡乱采砂现象严重”问
题，属实。从 2017年 1月开始，砂、石等建筑材

料价格上涨，受利益驱使，荡泽河河段非法采砂
现象时有发生，出现无序采砂现象。导致河床
高低不平，宽窄不一，弃料堆积严重，从上游冲
刷下来的砂石在河道中严重堆积，造成河床抬
高，降低了防洪标准；对两岸农田和人民生命
财产构成较大的威胁，存在严重的安全隐
患。2.反映的“导致河水污染，人畜饮水困难”
问题，属实。在清障疏浚过程中，由于动用机械
设备施工作业，清理砂石虽然对水质造成一定
程度的影响，但尚能保持《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GB3838-2002)III类标准。3.反映的“另外
因采砂造成水位下降，河水干涸”问题，属实。
造成水位下降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采砂使
水位下降；二是为确保安全度汛，荡泽河下游的
昭平台水库已放水 20余天，致水位下降；三是
近期雨水不足致使水位下降。4.反映的“洪水
到来可能致使两岸几万亩良田不保”问题，属
实。在鲁山县人民政府开展荡泽河清障疏浚工
程之前，因荡泽河河段非法采砂，导致河床高低
不平，宽窄不一，降低了防洪标准，对两岸农田
和人民生命财产构成较大的威胁，存在严重的
安全隐患。

处理及整改情况：问题1.发现问题后，鲁山
县河务局立即组织执法队伍，持续打击非法采
砂行为。自 2017年 1月至 2018年 1月该局共
查扣挖掘机、铲车 23台，捣毁非法砂石加工点
15处，立案查处 19起，罚款 47万余元，对非法
采砂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有效遏制了非法采砂
势头。为改变河道受损状况，鲁山县人民政府
于 2017年 3月聘请河南省沙颍河勘测设计院
技术人员对沙河、荡泽河进行实地测量，编制并
经鲁山县委、县人民政府研究通过了《鲁山县沙
河、荡泽河清障疏浚治理工程实施方案》。按照
该方案，鲁山县河务局决定对荡泽河进行规范
整治并将荡泽河河道4个清障区内的砂石资源
清障疏浚量公开拍卖。问题2.为解决背孜乡沿
河群众吃水问题，鲁山县背孜乡政府已于 2017
年 7月份协调资金为沿河缺水村民打井 11眼，
解决了农村居民饮水问题。问题4.河道清障疏
浚工程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两岸农田和人民的生
命财产安全，随着工程的进一步实施，将恢复河
道防洪、排涝、灌溉、供水等功能，改善河流水质
及两岸生态环境，最终实现“水清、河畅、岸绿、
景美”。

问责情况：在对鲁山县荡泽河观音寺乡、瓦
屋镇、背孜乡河段日常监管过程中，未及时发
现、制止和报告私挖滥采河砂情况，并造成一定
社会不良影响，鲁山县河务局经研究决定，免去
河务监察六中队赵晨光中队长职务，免去靳铁
良和孙延峰副中队长职务。

二十九、平顶山市鲁山县 X410000201806110009（*）
反映情况：平顶山市鲁山县仓头乡白窑村

村民举报中铝矿业有限公司在相关手续不全的

情况下，设立了中铝矿业有限公司鲁山县高家

庄矿以及中铝股份有限公司宝丰县甘石崖矿，

造成国有资源损失、环境生态严重破坏。2008

年以来，不法商人与中铝公司勾结，在鲁山县仓

头乡白窑村以及宝丰县观音堂村的山坡林地上

开采铝石，经过几年的乱采滥挖，相连的好几座

山已经面目全非，山上留下巨大的矿洞，植被破

坏，水土流失，触目惊心。一到夏天下游村庄遭

受泥石流的威胁，地下水位也在不断下降。另

外，还有将矿山开采后留下的废石渣集中起来

开办了石子厂，也是没有合法的手续，造成环境

污染和破坏。当地村民不断投诉上访，一直没

有得到处理。

调查核实情况：经鲁山县人民政府调查核
实：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鲁山县高家庄铝土
矿、宝丰县甘石崖铝土矿是中铝矿业公司的下
属单位，分别属鲁山和宝丰管理。其中，鲁山县
高家庄矿矿区位于鲁山县仓头乡白窑村红艺
岭，露天开采，矿区面积 4.2751平方公里，生产
规模为年开采铝石 10万吨。宝丰县甘石崖铝
土矿矿区大部分在宝丰境内，小部分在鲁山境
内，属宝丰县管理。

（一）反映的鲁山县高家庄铝土矿“相关手
续不全”问题，属实。1.采矿许可证。2008 年
12 月 30 日 取 得 探 矿 权
（T4112008501006701）；2011 年取得采矿许
可（C4100002011083110121237）, 有 效 期 3
年；2014年 10月换发了新的《采矿许可证》（证
号C4100002011083110121237），采矿有效期
为：2014年 10月至 2024年 10月。2.环评审批
验收文件。2011年 4月 26日《鲁山县高家庄铝
土矿 10 万吨/年矿山开采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经河南省环保厅审批（豫环审〔2011〕92
号），因矿区一直进行矿石开采，没有进行环保
验收。3.安全生产许可证。河南省安监局于
2012年 4月 23日批准《非煤矿山建设项目安全
设计批复意见》（豫安监管一设〔2012〕A08
号）；2017年 5月 19日批准《金属非金属煤矿山
建设项目安全设计变更批复》（豫安监管一设
〔2017〕D08号）。由于基建尚未完成、未进行基
建验收，故未获得安全生产许可证。4.《水土保
持方案报告书》。2010年 9月 6日经鲁山县水
利局批复（鲁水〔2010〕88号）。

（二）反映的“2008 年以来中铝公司在鲁
山县仓头乡白窑村及宝丰县观音堂乡的山林
里开采铝石，山上留下巨大的矿洞”问题，属
实。鲁山县高家庄铝土矿 2008 年取得了探
矿权，2008 年 12 月至 2013 年之间处于探矿
和建设期，山上遗留的矿洞是之前的个人开
采时遗留的采坑，非鲁山县高家庄铝土矿开
采所致。

（三）反映的“环境生态严重破坏，造成水土
流失，地下水位不断下降”问题，部分属实。1.
经鲁山县林业局比对鲁山县 2010年-2012年
土地总体规划图，鲁山县高家庄铝土矿矿区为
工矿用地。2016年底，地籍图显示仍为工矿用

地。调查结论为，鲁山县高家庄铝土矿矿区为
零星小灌木，无高大乔木生长。2.2011年 2月
16日，鲁山县高家庄铝土矿编制并报河南省国
土资源厅备案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
复方案》。2012年初，河南省安监局批复了《非
煤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计批复意见》（豫安监管
一设〔2012〕A08号）后，鲁山县高家庄铝土矿
开始进行基建施工。基建过程中因占地纠纷，
基建停止。因基建没有验收，矿区一直停工至
2017年 5月。2017年 5月 19日河南省安监局
批准《金属非金属煤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计变
更批复》（豫安监管一设〔2017〕D08号）后，恢复
基建施工。同年12月 19日，基建到期再次停止
施工。因尚未进行开采，不存在生态破坏问
题。3.鲁山县水利局于 2010年 9月 6日批准了
《水土保持方案》。从2011年 2月 16日至今，整
个基建期和基建停工期，鲁山县高家庄铝土矿
没有实施矿石开采行为，不存在“水土流失”和

“地下水位下降”现象。
（四）反映的“将矿山开采后留下的废石渣

集中起来开办了石子厂，也是没有合法的手续，
造成环境污染和破坏”问题，属实。反映的石子
厂于 2016年 6月建成，未办理包括环评审批等
在内的任何手续。2016年底鲁山县仓头乡国
土所巡查发现后，立即制止并拆除部分生产设
备后停止生产。2018年 6月 11日，鲁山县仓头
乡政府组织人员对剩余生产设备彻底拆除。反
映的石子厂从建厂至生产设备拆除到位，因无

“矿山开采后留下的废石渣”，几乎没有进行生
产。

（五）反映的“当地村民不断投诉上访，一直
没有得到处理”问题，不属实。经鲁山县仓头
乡、水利局、环保局、安监局、国土局等单位、部
门查询，近几年来均没有反映鲁山县高家庄铝
土矿的信访举报记录。

问责情况：无。
三十、平顶山市郏县 D410000201806100016
反映情况：平顶山市郏县堂街镇寺后村前

任大队支书带头到处卖山、卖地，现任支书是卖

山上的红土。

调查核实情况：经郏县人民政府调查核实：
反映“平顶山市郏县堂街镇寺后村前任大队支
书带头到处卖山、卖地，现任支书是卖山上的红
土”部分属实。1.反映的“平顶山市郏县堂街镇
寺后村前任大队支书带头到处卖山、卖地”问
题。经调查，1995年 11月，寺后村两委根据《郏
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郏县拍卖“四荒”土地使
用权实施细则〉的通知》（郏政〔1995〕6号）文件
精神，经过多次研究，决定将位于该后村西南角
一处荒山公开竞标拍卖，最后由张书信竞得。
该宗地位于堂街镇寺后村西南，面积 32亩，期
限60年，租金每10年为2520元。合同签订后，
张书信向寺后村缴纳了1995年底至 2005年底
10年的土地使用租金共2520元。2006年未再
缴纳租金，经村两委多次催促，张书信于 2009
年 1月 5日补缴 2006年 1月至 2013年 12月租
金共 2000元，仍未缴够 10年租金，寺后村两委
认为张书信有违约行为，要求收回土地使用
权。因承包人已去世，涉及合同法、遗产继承法
等法律法规，镇政府建议双方通过法律程序解
决。2001年 6月，寺后村两委经过多次研究，依
据《郏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郏县拍卖“四荒”土
地使用权实施细则〉的通知》（郏政〔1995〕6号）
文件精神，决定将寺后村东南一座荒山公开竞
标拍卖，最后由堂街镇李庄村居民张俊英竞得，
该地块东西长1200米，宽40米，总面积约合72
亩，期限60年，租期每年500元。每5年给村两
委交2500元，已入村两委账。寺后村拍卖荒山
是依据《郏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郏县拍卖“四
荒”土地使用权实施细则〉的通知》（郏政〔1995〕
6号）文件精神进行公开竞拍，不属于私自买卖
土地行为。2.反映的“现任支书是卖山上的红
土”问题。堂街镇寺后村是省级贫困村属山区，
该村多数村民在襄城县与寺后村附近企业务
工。由于该村外出道路没有贯通，村民出行极
不方便。今年 5月，经村两委研究，决定把该村
自然村孙家门东一块荒沟地置换给襄城县一砖
厂，面积约 2亩，属未利用地。约定三个条件：
一是砖厂把荒沟整理复耕，多余黏土归砖厂使
用；二是砖厂负责把寺后村与襄城县交界道路
打通并铺上煤渣压平；三是砖厂给寺后村在所
挖地段建造一座蓄水池，便于寺后村村民灌
溉。该村此举虽然是为脱贫攻坚，改善交通条
件，但未办理相关取土手续。

处理及整改情况：针对“私卖红土”问题，郏
县国土资源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
法》第三条的规定，对其下达了《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通知书》（郏国土资停〔2018〕0611号），责
令停止挖土行为，接受调查处理，现违法行为已
停止。郏县人民政府制定了生态恢复治理方
案。责成相关单位立即行动，在规定的期限内
完成生态恢复治理。目前该处荒沟土地已平
整，植被已恢复。

问责情况：郏县堂街镇纪委对寺后村村支
书姬建国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三十一、汝州市 D410000201806100057（*）
反映情况：平顶山市汝州市临汝镇北李庄

村，村支部书记李喜朝私自将铸钢厂的上千万

废工业垃圾堆积在妙水寺白云山上，扬尘大，污

染饮用水，破坏环境，毁坏庄稼。另外还诈骗国

家的危房改造资金。收取计划生育、宅基地费

用不打收据。给其送礼的人都推荐为党员。廊

道绿化上报的面积与农户兑换的面积不符，超

出面积的公款归自己所有。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反映问题部分属
实。临汝镇废钢厂原为临汝镇钢厂，于2010年
关停，在汝南工业区成立天瑞集团铸造有限公
司。北李庄村党支部书记李喜朝在 2005年和
临汝镇钢厂签订回购协议，将临汝镇钢厂的型

砂运至北李庄型砂冲洗厂，经冲洗后，临汝镇钢
厂回购，自临汝镇钢厂关停后，该型砂厂也停止
生产，并拆除设备。李喜朝在运营型砂厂期间，
租用了北李庄村的矿坑，作为型砂厂原料堆放
处，此堆放点位于妙水寺东约 200 米处的山
上，现存型砂约 3000 吨,自 2010 年北李庄型
砂厂停止经营后一直堆放至今。市环保局对
周围两个点位的地下水取样进行监测，水质各
项因子均在标准范围之内，未发现饮用水源受
污染现象。关于另外还诈骗国家的危房改造
资金，收取计划生育、宅基地费用不打收据，给
其送礼的人都推荐为党员，廊道绿化上报的面
积与农户兑换的面积不符，超出面积的公款归
自己所有的问题不属于环保问题，已将问题移
交纪检部门。

处理及整改情况：1.责令协议签订人李喜
朝立即对型砂堆用塑料布进行全面覆盖，避免
扬尘及雨水冲刷溢流污染，四周用土压实，目前
已落实到位。2.要求李喜朝立即在型砂堆周围
设置围堰，对边缘进行压实，已落实。由天瑞集
团铸造有限公司在 1月之内将上述型砂进行回
收或处置。3.由汝州市环保局加强对该企业的
环境监管，发现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依规处罚。
4.由中共临汝镇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反映的其他
问题线索进行调查。5.由汝州市临汝镇政府加
强对该企业的属地责任监管，监督该厂按期完
成整改，并举一反三，对辖区内的企业全面排查
整治，同时处理好周边群众关系，做好环境信访
维稳工作。

问责情况：已经对临汝镇北李庄村党支部
书记李喜朝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三十二、汝州市 X410000201806110019（*）
反映情况：郑州市登封市送表乡和汝州市

陵头朱沟村村民反映，在登封汝州交界的白沙

沟到丁村，马窑、陵头朱沟、西送表、东送表到河

沟有白灰窑、石子厂、采石坑、铝石坑数十家，放

炮噪声和震动损坏百姓房屋；白灰窑烧石灰用

煤产生大量粉尘，黑烟滚滚，尘土飞扬；多年来

群众辛勤植树，封山育林、退耕还林的成果毁于

一旦，整个山头被挖掉，山体被破坏。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反映问题部分属
实。(一)1.汝州市陵头镇与登封市送表乡接壤，
地处山地丘陵区域，群众反映的白沙沟（李窑
村）、段子铺村马窑自然村、朱沟村属于汝州市
陵头镇辖区，其他区域不在汝州市辖区范围。
经调查：登封市送表乡与汝州市陵头镇李窑村
交界处有一个采石场，实为汝州市玉皇全采石
场，具有采矿许可证，且已按照环保要求建设配
套治污设施。目前，该厂处于停产整改状态，没
有发生大的扬尘污染。该企业按照生产工艺，
需要对山石爆破，并在公安、安监等部门备案，
曾有放炮震动损坏百姓房屋情况，现采石场均
已补偿处理到位。2.陵头镇马窑区域与登封市
送表乡交界处采石坑实为登封市华众建材有限
公司采矿区。由于该矿处在汝州市陵头镇段子
铺村与登封市送表乡交界处，有越界开采行
为。为此，陵头镇马窑村群众反映强烈，汝州市
就此事向省国土资源厅反映，省国土资源厅执
法监察处明确由登封市国土资源局监管，并正
式行文明确监管责任。3.陵头镇朱沟采石坑为
遗留矿坑，原有石料粉碎厂1家，曾有违规开挖
山石、毁坏林木现象，地矿、林业等部门已进行
依法立案调查。4.陵头镇段子铺村南马窑自然
村原有 2家石料加工企业，因手续未办理齐全
而被关停取缔并复耕到位。

（二）关于白灰窑烧石灰用煤产生大量粉
尘、黑烟滚滚、尘土飞扬情况，经调查反映情况
部分属实。李窑村现有新型石灰窑 2家，分别
为汝州市锦裕建筑材料公司和汝州市玉皇沟建
材有限公司；朱沟村现有新型石灰窑1家，为汝
州市现民灰膏厂。３家石灰窑企业均办理有合
法证照手续，安装有脱硫除尘等环保设施。由
于石灰窑生产工艺需要使用原煤，在实际生产
过程中，存在因覆盖、喷洒不到位而造成扬尘问
题，现均处于停产整改状态。

（三）关于多年来群众辛勤植树，封山育
林、退耕还林的成果毁于一旦，整个山头被挖
掉，山体被破坏情况调查。反映情况部分属
实。经排查，朱沟村石料粉碎厂涉及非法占用
农用地，目前已对其进行立案侦查。玉皇全石
料厂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涉嫌占用大量林地，市
森林公安局已于 2018 年 5 月进行受案调查。
汝州市现民灰膏厂经现场勘验后认定占用宜
林地 3.14亩，疑似占用耕地 18.36亩，要求国土
部门予以办理。李窑村锦裕建材加工厂涉嫌
占用大量林地，经现场勘验后认定，该厂占地
面积 35 亩，在汝州市辖区内占用宜林地 8.2
亩，其余均在登封市地界内，现已抄告登封市
林业局予以办理。

处理及整改情况：1.责成市环保局认真履
行监管职责，加大巡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处
理，杜绝可能出现的扬尘污染。2.责成市地矿
局加大区域内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秩序的日常动
态巡查力度，加强与属地的沟通，对发现的违法
开采行为予以严厉打击。3.责成市林业局加大
对采矿毁林行为的巡查力度，对辖区内出现的
涉林违法犯罪行为予以严肃处理。

问责情况：无。
三十三、漯河市召陵区 D410000201806100046
反映情况：漯河市召陵区翟庄办事处梨园

周村，村主任周俊明违规拆迁，没有防尘措施，

投诉人多次向市政府、防尘指挥部反映没有处

理结果。并且打击报复投诉人，将投诉人儿子

新开的网吧电脑全部拉走强制关停。

调查核实情况：6月11日，接到中央环境保护
督察组交办的第10批D410000201806100046
号信访举报交办单后，按照监管责任权限划分，
此件由召陵区政府主办、市住建委协办，该市中
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协调保障领导小组办

公室向召陵区委、区政府和市住建委下发督办
通知（漯环督整办〔2018〕19 号、漯环督整办
〔2018〕20号）。2018年 6月 11日，召陵区成立
由翟庄街道办事处、城建、环保、信访、纪检组成
的联合调查组，对举报问题进行走访调查，经过
认真调查，此举报件部分属实。1.关于村主任
周俊明违规拆迁问题。庐山路贯通工作共涉及
翟庄街道办事处梨园周村58户居民，翟庄街道
办事处和梨园周村村委会根据《漯河市旧城区
和城中村改造管理办法》《漯河市国家建设征地
土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漯政〔2013〕89号文
件和漯两改〔2015〕3号文件）《漯河旧城区和城
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指导意见》和《召陵区
旧城区和城中村改造管理办法》等文件有关要
求，坚持“决策民主、程序正当、结果公开”原
则，研究制定了《梨园周村城中村改造补偿安
置方案》，对被征收村民进行货币补偿和房屋
调换，并在一个月内就完成了 56户拆迁任务，
目前还剩余 2户未签订拆迁协议（户主周喜中
和周元争）。在拆迁工作中，翟庄街道办事处
和梨园周村对其做了大量工作，但周喜中和周
元争漫天要价，无法达成协议，因其高额补偿
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多次采取上访、环保举报、
扬言赴京上访等手段要挟政府，达到其天价补
偿的目的，办事处至今未对其进行拆迁。2.关
于投诉人举报梨园周村拆迁工地没有防尘措
施问题。经现场核查，该拆迁工地进出口安装
有车辆冲洗设备，四周有围挡、喷淋等必备的
防尘降尘设备；拆迁过程中，承建商漯河市安
捷拆除工程有限公司能够严格按照市、区扬尘
办要求的喷淋、雾炮、洒水、围挡、覆盖、湿法作
业、车辆进出冲洗等“7个 100%”措施作业，在
拆迁（拆除）作业时，提前 72小时出动 119消防
车辆，不间断持续加压洒水，对建筑物进行湿
化处理，拆迁（拆除）作业时实施湿法作业，对
不能及时清运的建筑垃圾，全部采用防尘网
100%覆盖，并定期洒水保持湿润，调查中也发
现梨园周村拆迁工地存在有覆盖防尘网老化
破损、渣土车覆盖不严、喷雾设备运行不正常
等问题。3.关于打击报复投诉人的儿子新开的
网吧电脑全部拉走强制关停问题。经调查，举
报件中反映的投诉人儿子叫周胜杰（系周喜中
之子），男，27 岁，中共党员，2017 年 3 月在召
陵区召陵镇谢庄村无证经营网吧，被召陵工商
分局予以取缔。今年 2 月周胜杰转移至漯河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姬石镇罗庄村学校附近
开设网吧，5月 24日，召陵区工商分局执法人
员发现周胜杰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
记颁发营业执照，擅自从事网吧经营活动，其
行为涉嫌违反《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二
条之规定，依据《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十
一条之规定，提请对涉案的财物予以扣押，并
于 2018 年 5月 24 日对周胜杰下达了《漯河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实施行政强制措施通知书》
（漯工商强字〔2018〕0524号），当场送达，召陵
区工商分局依法对其无证经营使用的 48台电
脑全部进行查封至今，投诉人儿子周胜杰因无
证经营和违法经营被工商部门查处扣押物品
强制关停所经营的网吧，与周俊明无关，也与
拆迁无关。

处理及整改情况：在调查中发现梨园周村
拆迁工地存在有覆盖防尘网老化破损、渣土车
覆盖不严、喷雾设备运行不正常等问题，召陵区
环保攻坚办、扬尘办于6月12日下达（召环攻坚
督〔2018〕32号、召建扬治办〔2018〕29号）督办
通知，责令翟庄街道办事处及时更换老化破损
的防尘网，并对各种降尘除尘设备加强管理，定
期检查维护，保证高效运行。同时，要求街道、
村委会干部安排专人对拆迁工地进行巡逻检
查，加强与周边群众的沟通联系，做好信访群众
的解释安抚工作，减少或杜绝信访案件的发
生。目前，翟庄街道办事处各项整改措施已落
实到位，工作组正深入农户做深入细致的思想
工作，确保信访稳定。

问责情况：无。
三十四、济源市 D410000201806100002
反映情况：济源市承留镇南姚村第八小组

有人在居民区养猪，没有任何手续，蚊蝇滋生臭

气难闻。

调查核实情况：2018年 6月 11日，对该养
殖场进行调查，根据举报内容，经核实：该养殖
场建于 1997年，占地 626平方米，原来距村庄
100米，近年新建民房将该场包围。2018年 4
月份，该养殖场存栏生猪 190 头（折算年出栏
480头），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未建设粪污水
存放池和干粪棚等设施，采取水冲粪模式处理
粪污。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根据《河南省畜禽养殖场
规模标准》规定，年出栏生猪 500 头以上（含
500头）的为规模化养殖场，该养殖场为非规模
化养殖场。为彻底解决该养殖场对周边居民的
影响，市环保局致函承留镇，责令养殖户立即封
堵排污口，对外排粪污进行清理。承留镇于
2018年 4月 20日完成清点，5月 8日将其纳入
取缔范围，养殖户从 5 月 20 日开始已逐步退
养。6月 11日现场检查时发现，还有 3头待产
母猪未清理，排污口已封堵，采取干清粪，现场
气味明显。责令养殖户立即采取粪污日产日清
等措施控制气味污染，尽快完成场地清理和设
备拆除。6月 12日，生猪已经全部清理，同时开
始对外排养殖粪污进行清理，预计 6月 30日前
全部结束。

针对农村散养户污染问题，将举一反三，
开展全面排查，发挥基层环境监管“一长三员”
的作用，对养殖户进行政策宣传和正确引导，
取缔环境敏感区内的养殖场（区），改善农村生
活环境。

问责情况：无。
（下转第十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