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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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十版）
三十五、安阳市滑县 D410000201806100086
反映情况：“1.安阳市滑县万古镇武庄村，有

一家大型养牛场，粪便污水直排柳青河、农田，虫

蝇滋生。2.安阳市滑县县委书记，跟物流下通知

说只要是中央环保督察信箱一律不能邮寄。万古

镇中通、申通、韵达快递员说给督察组的信不收。

3.万古镇玉皇阁西边有一条臭水河，垃圾满地臭

气难闻。4.万古镇长虹彩印厂南边 50米路东，奔

晟门业,属于‘散乱污’被查封，但现在还在生产。”

1.反映情况：安阳市滑县万古镇武庄村，有

一家大型养牛场，粪便污水直排柳青河、农田，虫

蝇滋生。

调查核实情况：信访人反映的养牛场是滑县
光明生态示范奶牛养殖有限公司，该牛场现状环
境影响评估 2017 年 9月 25 日通过专家评审，
2017 年 10 月 14 日通过批复，文号：（滑请改
〔2017〕103号）。该公司建设污染防治设施有
90000m3的氧化塘和一套粪污处理系统（粪污处
理由第三方“无锡轻大百特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进行收集处理），粪污水处理工艺：粪污→固液分
离 → 调 节 池 → 压 滤 →MUASB→A/O/O→
DAF→反应池+三沉池→贮存灌溉（具体处理工
艺附后），正常情况下氧化塘可以存放约240天
的粪污水，目前氧化塘内粪污水已存放约半年，
粪污水正在经处理系统处理后，利用提水泵对周
边的农田和果园进行灌溉施肥。该公司建有雨
污分流系统，雨水通过场外排水沟排入柳青河。
2018年 6月 8日的短时强降雨，雨水管网不畅
通，导致场区内雨水进入牛舍，造成牛舍内少量
粪便随雨水流到场外的排水沟进入柳青河（柳青
河当时处于断流状态，目前已干涸），不存在场区
粪便污水直排柳青河的问题。另外，该公司于
2018年 5月底向其租赁的589.7亩土地中的20
亩地（因该土地为老窑厂地，土地贫瘠且高低不
平，公司加大施肥水量目的是为秋季青贮玉米高
产培肥地力）施约10厘米深的肥水，现场调查时
正对施过肥水的20亩土地进行翻耕，下一步将
种植青贮玉米，并非是粪便污水直排农田。综合
检查情况，信访人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由于滑县光明生态示范
奶牛养殖有限公司没有做好应急管理措施，对
雨水管网疏于管理，导致少量粪便随雨水外
排。滑县环境保护局已对该公司进行立案处
罚，并责令该公司疏通雨水管网，加强日常管
理，确保雨水管网随时畅通，不再出现类似问
题，目前该公司已经将雨水管网疏通完毕。

问责情况：鉴于以上情况，按照属地管理和
部门监管责任，滑县环境污染防治攻坚领导小
组决定对水务局县河长制办公室主任和明强、
畜牧局滑县动物卫生监督所老庙分所所长朱立
功、环保局监察大队三中队队长高利琴、万古镇
环保所所长刘兵全县通报批评。

2.反映情况：安阳市滑县县委书记，跟物流

下通知说只要是中央环保督察信箱一律不能邮

寄。万古镇中通、申通、韵达快递员说给督查组的

信不收。

调查核实情况：经县邮政局深入走访调查，
万古镇中通、申通、韵达快递网点从未收到过各
级政府、上级部门和某个人下达的中央环保督
察信箱一律不能邮寄的通知，快递员严格执行

“收寄验视”制度，从未拒收过给督察组的信。
信访人反映情况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由于信访人反映情况不
属实，所以不予处理及整改。

问责情况：无。
3.反映情况：万古镇玉皇阁西边有一条臭

水河，垃圾满地臭气难闻。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该信访人反映的情况
基本属实。该河沟是高平干渠万古沟，在集镇
段有一段约100米长的死水体。万古沟以前基
本是无水干沟。2014年县水务局对其进行了
一次河道整治，但是河道疏浚治理不彻底，该段
地势仍处于低洼状态（下游地势高于该段两
米），因雨水下排不畅，在该沟低洼段形成了死
水体。该段无排污口，但因个别村民环保意识
不强，有向河沟内乱丢生活垃圾现象，加上近期
夏季天气炎热造成了死水变色有气味。

处理及整改情况：在住建局的牵头指导下，
万古镇政府针对该问题立即研究确定了整治措
施，并加班加点、争分夺秒组织实施整治，调动
了大量机械和人工，苦战了三天两夜，目前已将
垃圾和臭水全部清除完毕。

下一步，将紧紧围绕“改善河道环境，确保
河畅水清”目标，严格按照实施方案要求加强组
织领导、全面投入资金分步实施河沟治理并建
立长效管理机制，不等不靠将万古沟（集镇段）
彻底整治到位。

问责情况：鉴于以上情况，按照属地管理和
部门监管责任，滑县环境污染防治攻坚领导小
组决定对住建局村镇科科长文合建、万古镇环
保所所长刘兵全县通报批评。

4.反映情况：安阳市滑县万古镇长虹彩印

厂南边 50 米路东，奔晟门业，属于“散乱污”被

查封，但现在还在生产。

调查核实情况：滑县万古镇长虹彩印厂南边
50米路东奔晟门业（代销售浙江的品牌），实际名
为滑县万古老铁匠门业店，该门业店环评审批手
续齐全，生产工艺：原料→切割→焊接→成品，由
于该厂为别人代加工，整个流程不涉及VOC。另
外，该厂建有全密闭的生产车间，安装有烟尘净化
器污染防治设施，不属于“散乱污”企业。

处理及整改情况：因举报不属实，所以不涉
及整改。

问责情况：无。
三十六、安阳市滑县 D410000201806070074
反映问题：安阳市滑县慈周寨镇牛吴娘村西

头，东辉食品厂生产过程中污水直排到庄稼地里。

调查核实情况：该厂全称为滑县东辉食品
有限责任公司，位于滑县慈周寨镇牛街村，负责

人牛连让。该厂 2006年 6月办理了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登记表（2006—62），并于2007年 6月
20日通过验收。主要生产工艺：外购成品面筋
→卷圈→蒸制（产生清洗水）→切断→拌料→称
重装袋→高温灭菌→检验→入成品库；该厂的
生产废水是清洗蒸锅时产生的废水，这部分废
水经过 3 个沉淀池沉淀发酵后用于绿化和灌
溉。信访人举报内容不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由于信访人举报不属实，
所以不涉及处理。执法人员以后会加大对类似
企业的监管力度，要求慈周寨镇人民政府、上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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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七、安阳市滑县 D410000201806110031
反映情况：1.安阳市滑县瓦岗寨乡张虎庄

村东 500 米建了一个石料厂，打石灰面过程粉

尘污染。2.石料厂里面还有一家塑料制品加工

厂，废气难闻，污染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
1.信访举报不属实，该厂全称：瓦岗寨乡张

虎庄李守君石料厂，位于滑县瓦岗寨乡张虎庄
村东，负责人：李守君。现场检查时该厂没有生
产痕迹，无生产设备无原料产品，已废弃。

2.信访举报不属实，该塑料制品加工厂无
名称，无负责人，多年前已拆除废弃。

处理及整改情况：由于信访人举报：1.信访
人举报石料厂生产过程粉尘污染不属实。2.塑
料制品加工厂废气污染环境不属实，不涉及处
理。以后将加大对类似企业的监管力度，要求
瓦岗寨乡人民政府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并上报。

问责情况：无。
三十八、安阳市殷都区 D410000201806060021/

D410000201806060029/ D410000201806060047
反映问题：安阳市殷都区许家沟乡西子针

村南边，中联水泥厂生产过程中噪声严重扰民，

诉求人家的房屋被震裂无法居住。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不属实。该公司采
取基础减震、围护结构、吸音材料、隔音墙、消音
器等降噪措施。2018年 6月 5日监测结果显示
不超标。

处理及整改情况：殷都区政府已责令企业
采取车辆错峰运输、加装隔音墙、控制生产作业
时间等措施，进一步降低排放。

问责情况：无。
三十九、安阳市龙安区 D410000201806050085
反映问题：安阳市龙安区马投涧乡黄小屯村

北侧，有一家生产氧化锌冶炼厂，排放废气，污染

环境。2010年至今一直生产，诉求人认为该厂环

保设施不达标，龙安区环保局对其有包庇行为。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信访人反映情况不
属实。信访人反映的企业名称为：安阳市红星
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原名为安阳市龙安区红星
磁选厂，2010年 7月建厂，2014年更名为安阳
市红星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刘秀珍,
位于安阳市龙安区马投涧镇黄小屯村，该企业
2016年 12月 7日通过关于环保违法违规建设
项目（33家）备案的公告。该公司主要产品为
氧化锌，主要生产设备：回转窑 1台，V形冷却
管 1组，圆盘给料机，皮带输送机，回转窑配套
袋式除尘设施 1套。生产工艺：原料—配料—
熔炼—表冷—袋式收尘（氧化锌产品）。

(一)关于“安阳市龙安区马投涧乡黄小屯村
北侧，有一家生产氧化锌冶炼厂，排放废气，污
染环境。2010年至今一直生产，诉求人认为该
厂环保设施不达标”问题。2018年 6月 7日，龙
安区环保局会同马投涧镇镇政府对该公司进行
现场检查，现场检查时该公司由于市场原因未
生产。经查，2017年 2月，该公司进行了深度提
标治理，更新袋式除尘设施,并加装脱硫设施。
2017年 5月安装废气在线监测设施，2017年 9
月 21日对废气在线监测设施核查（龙环〔2017〕
133号）。经查阅该公司 2017年 9月至今的在
线数据,未发现超标现象。

(二)关于“龙安区环保局对其有包庇行为”
问题。经查，未发现龙安区环保局对该公司存
在包庇行为。龙安区委、区政府责成龙安区环
保局、马投涧镇镇政府加强对该企业的日常环
保监管，严格执法。

处理及整改情况：无。
问责情况：无。
四十、安阳市林州市 D410000201806010045
反映问题：安阳林州市城郊乡林州新达焦

化有限公司，夜间环保设施不正常运行，排放刺

鼻 气 体 ，脱 硫 废 水 未 经 处 理 直 接 通 过 渗 坑 排

放。环保手续不完善，未按照环评批复要求搬

迁卫生防护距离内的居民。群众多次向当地环

保部门反映，一直未解决。

调查核实结果：1.关于夜间环保设施不正常
运行，排放刺鼻气体问题。经调查，反映问题不
实。林州新达焦化有限公司主要工段全部按照
环评要求配套安装污染防治设施，经查看 2018
年以来国控污染源在线监测数据（该企业为国控
污染源，也是林州市重点监管企业之一），未发现
有异常或超标排放现象。2.关于脱硫废水未经
处理直接通过渗坑排放问题。经调查，反映问题
不实。林州新达焦化有限公司采用钙钠“双碱
法”工艺对焦炉炼焦烟气进行脱硫处理，配套建
设了脱硫塔、再生罐、地下槽、循环池等设施，整
个脱硫过程脱硫液循环使用，不外排。3.关于环
保手续不完善，未按照环评批复要求搬迁卫生防
护距离内的居民问题。经调查，反映问题部分属
实。林州新达焦化有限公司环评手续齐全，经过
环评审批和验收，并申领了《排污许可证》，不存
在环保手续不完善问题，但存在未按照环评批复
要求搬迁卫生防护距离内居民问题。

处理及整改情况：今年 9月底前，应搬迁居
民将全部搬迁到位。

问责情况：1.对合涧镇镇长路红卫进行约

谈，对合涧镇主管环保副职吴政军予以诫勉谈
话。2.对黄华镇镇长李良进行约谈，对黄华镇
土楼村党支部书记方书昌予以党内警告。3.责
成林州新达焦化有限公司对公司主管副总经理
卢爱捷予以撤职。

四十一、安阳市林州市 X410000201806080043
反映情况：安阳市林州市原康镇原康村南

坡有多家养殖场与居民家相邻，大安村南坡有

几十家养猪场与岭底沟村相隔一条路，秦家岗

与白庙村中间有几十家养猪场，距两村 100 多

米，而且在村级公路两旁，行人穿过养殖场地段

时感到恶心。白庙村南有几十户养猪场与村相

隔一条河，北连村西有几十家养猪场与村相邻，

西华村周围有多家养猪场、养鸡场与村相距三

四十米，有的养猪场、养鸡场与农户是隔壁。北

小庄村东南有几十家养猪场与村相邻，南小庄

村东有多家猪牛场，而且是在村级公路两旁。

牛窑沟小桥村养猪场的粪尿直接流入河床。

调查核实情况：经现场核实，反映问题基本
属实。涉及林州市原康镇 6个行政村的 269家
养殖场，均在禁养区内，共养猪 39650头，养鸡
95200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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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决定对 6个行
政村禁养区内的养殖场进行取缔、关闭。截至
目前，已取缔、关闭 26家养殖场，转移、出售猪
2783头。剩余的于6月 25日前完成畜禽转移、
出售，7月 31日前完成剩余幼崽转移、出售，确
保在 7月 31日前禁养区内养殖场全部取缔、关
闭到位。

问责情况：1.对原康镇镇长吕澎亮、农牧局
副局长赵兴林进行约谈。2.对原康镇主管环保
副职郭学伟予以诫勉谈话。3.对农牧局畜牧经
济科科长付保铭政务警告。

四十二、安阳市林州市 X410000201806080050
反映情况：原康镇大安、连家坡、南小庄、西华、

宋村岗、砚华台、大荒、秦家岗等村，有的养猪场、养

鸡场离村民家只有几十米，臭气熏天，苍蝇蚊子到

处都是，气味难闻，群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调查核实情况：经现场核实，反映问题基本
属实。涉及林州市原康镇8个行政村，禁养区内
有养殖场34家，共养猪1760头，养鸡12000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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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决定对 8个行
政村禁养区内的养殖场进行取缔、关闭。截至目
前，已取缔、关闭 3家养殖场，转移、出售猪 800
头。剩余的在6月25日前完成畜禽转移、出售，7
月31日前完成剩余幼崽转移、出售，确保在7月
31日前禁养区内的养殖场全部取缔、关闭到位。

问责情况：1.对原康镇镇长吕澎亮、农牧局
副局长赵兴林进行约谈。2.对原康镇主管环保
副职郭学伟予以诫勉谈话。3.对农牧局畜牧经
济科科长付保铭政务警告。

四十三、安阳市殷都区 D410000201806100041
反映情况：安阳市殷都区许家沟乡西子针

村，中联水泥厂生产过程中噪声扰民。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不属实。该公司采
取基础减震、围护结构、吸音材料、隔音墙、消音
器等降噪措施。2018年 6月 5日监测结果显示
不超标。

处理及整改情况：该公司监测结果符合国
家排放标准，但周边群众有诉求。为最大限度
减轻企业噪声和粉尘对周边群众的影响，彻底
解决企地矛盾，殷都区政府已责令该企业采取
车辆错峰运输、加装隔音墙、控制生产作业时间
等措施，进一步降低排放。同时，区乡两级政府
已启动对该公司东墙外进村道路的拓宽整修项
目，并正在就搬迁工作进行协商。

问责情况：无。
四十四、濮阳市清丰县 D410000201806080043
反映情况：濮阳市清丰县纸房乡杨拐村，1.

村北路面有个臭水沟，生活污水、垃圾、粪便乱

排入水沟，气味难闻，无人治理。2.臭水沟边有

个汽车修理厂，喷漆气味难闻。3.村东有个垃

圾堆，无人管理。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调查情况如下：问题 1.举报地点位于纸房乡杨
拐村北，为杨拐村北垃圾沟，属于干涸沟，并非
臭水沟。沟内垃圾是附近居民乱扔的生活垃圾
和农业麦秸秆。问题2.该汽修厂名称为清丰县
万志峰汽车维修站，该维修站于 2018年 3月 8
日注册营业执照，清丰县工作人员现场检查时，
该站喷漆车间并未使用，县交通运输局已于
2017年 12月对喷漆车间进行了查封。县交通
运输局在接到该举报件后，立即对维修站烤漆
房进行了现场拆除。问题 3.村东有个垃圾堆，
无人管理。纸房乡政府工作人员联合杨拐村村
委班子成员及北京环卫公司清洁员立即对该垃
圾堆进行了现场清运，并彻底清理打扫干净。

处理及整改情况：纸房乡政府协调市政园林
局与北京环卫公司，已清运干涸沟内所有生活垃
圾至垃圾填埋场。交通运输局已将汽修厂烤漆
房拆除完毕，并对经营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

问责情况：无。
四十五、焦作市武陟县 D410000201806080088
反映情况：武陟县马村村长马新坡在村边

建了一个塑料加工厂，占地约 8 亩，机器噪声扰

民，气味难闻，废水直排村内河里，污染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该举报不属实。
举报件所反映塑料厂全名武陟县黄桥塑料

制品厂，位于武陟县乔庙镇马村村南，法人代表
康雅娜，占地约 2500 平方米，总投资约 50 万
元，主要产品为一次性塑料餐具，主要原料为聚
丙乙烯经注塑、冷却、检验即为成品。2018年
1 月,该公司年产1000万套塑料餐具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已通过武陟县环保局审批（武环评
表〔2018〕02号）。关于气味难闻问题。经现场
查看，该企业按照环评批复要求安装了 UV光
解设备和除尘设备，且能够正常运转，厂周边未
发现气味难闻情况。关于废水直排村内河里问

题。该企业生产过程中无工艺废水产生，厂区
建有硬化水池，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厂区
周围未发现废水直排村内河里情况。关于机器
噪声扰民问题。该企业按照环评批复要求对主
要生产设备加装了减震基础，对生产车间采取
了密闭措施。6月 12日，该企业委托河南宜信
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对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
了检测。经检测，该企业废气、噪声均未超标。

处理及整改情况：进一步加强对该企业的
监管，确保其治污设施正常运转，污染物稳定达
标排放，同时督促并要求该企业，将环境治理和
检测结果向周围群众公示公开，以赢得周围群
众的理解和支持。

问责情况：无。
四十六、焦作市武陟县 X410000201806080018
反映情况：1.焦作市武陟县詹店镇工业园

河南玖虹新型材料有限公司，生产持续 1 年（另

厂区内隐藏一个无手续危险化学品加工窝点）；

2.焦作市武陟县圪垱店乡河南正德铝业有限公

司，生产持续两年；3.武陟县詹店工业园（河南

晶锐光电有限公司院内）河南锦贸装饰有限公

司，新建企业存在时间 1年，位置隐蔽。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该举报部分属实。
(一）关于焦作市武陟县詹店镇工业园河南玖

虹新型材料有限公司，生产持续1年（另厂区内隐
藏一个无手续危险化学品加工窝点）问题。经查，
该举报部分属实。河南玖虹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位
于武陟县詹店镇马营村南，由于该公司未取得环
评批复，擅自建设，2016年8月24日，武陟县环保
局依法对其立案处罚，处以 6万元罚款（武环罚
〔2016〕27号）；2018年6月4日，该公司《年产40
万㎡铝单板幕墙及铝蜂窝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通过了专家技术评审，目前正在报批中。
2018年6月9日，经现场核查，该公司建设有剪板
机2台、折弯机2台、自动喷漆生产线一条、磷化池
一套，污染防治设施不完善。经询问相关负责人，
该公司确系有断续生产环境违法行为。该情况属
实。在厂区周围仔细排查后，未发现投诉人所反
映的危险化学品加工窝点。该情况不属实。

（二）关于焦作市武陟县圪垱店乡河南正德
铝业有限公司，生产持续两年问题。经查，该举
报基本属实。河南正德铝业有限公司位于武陟
县圪垱店乡圪垱店村北，2016 年 1月，该公司
《年产 20 万平方米铝单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通过武陟县环保局审批（武环评表〔2016〕
02号）。由于该公司加热喷漆和金属表面清洗
车间未取得环评批复，属擅自建设。武陟县环
保局依法对其进行了调查取证，并于 2016年 8
月 22日依法对其立案处罚，处以5万元罚款（武
环罚〔2016〕31号）。2018年 6月 4日，该公司
《年产20万平方米装饰铝单板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通过专家技术评审，目前正在报批中。
2018年 6月 9日，经现场核查，该公司北侧喷涂
车间安装有自动喷漆生产线一条、磷化池一套，
污染防治设施不完善。经询问相关负责人，北
侧喷涂车间生产线确系有断续违法生产情况。

（三）关于武陟县詹店工业园（河南晶锐光
电有限公司院内）河南锦贸装饰有限公司，新建
企业存在时间1年，位置隐蔽问题。经查，该举
报部分属实。河南晶锐光电有限公司是一家贸
易公司，不是生产实体，举报件中提到河南锦贸
装饰有限公司实际在河南宏达玻璃有限公司院
内。举报中“关于武陟县詹店工业园（河南晶锐
光电有限公司院内）河南锦贸装饰有限公司”不
属实。河南锦贸装饰有限公司位于詹店工业园
区河南宏达玻璃有限公司院内厂房东侧，经现
场核查，河南锦贸装饰有限公司已取得武陟县
发改委备案，未办理环评手续。2018年 4月 1
日，租赁河南宏达玻璃有限公司厂房，2018年 4
月 20日，该公司购买并安装了数控板料折弯机
2台等部分设备（发票为证），现场未发现生产迹
象，并非举报反映的存在时间1年。

处理及整改情况：（一）对河南玖虹新型材料
有限公司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武环
责改字〔2018〕49号）和《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
知书》（武环罚先〔2018〕50号），处以 5万元罚
款，行政拘留手续已移交武陟县公安机关进行审
理。（二）对河南正德铝业有限公司下达《责令改
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武环责改字〔2018〕50号）
和《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武环罚先
〔2018〕51号），处以 5万元罚款，行政拘留手续
已移交武陟县公安机关进行审理。（三）对河南锦
贸装饰有限公司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
书》（武环责改字〔2018〕48号）和《行政处罚事先
（听证）告知书》（武环罚告〔2018〕49号）。（四）举
一反三，在武陟县范围内对同类行业开展大排
查，发现环境违法行为，立即从严从重处罚。

问责情况：（一）2018年6月12日，圪垱店乡
党委给予圪垱店乡政府副乡长金菊梅约谈处理。
（二）2018年6月12日，詹店镇党委给予詹店镇政
府环境攻坚办主任张红星约谈处理。（三）2018年
6月12日，武陟县环保局纪检组给予武陟县环境
监察大队县东环保所原所长张爱民约谈处理。

四十七、南阳市唐河县 D410000201806060095
反映情况：南阳市唐河县城郊乡仝营村，有一

家洗涤厂使用燃煤烧锅炉，锅炉无相关手续，废气

污染环境，废水直接排放，诉求人要求尽快取缔。

调查核实情况：举报问题属实。举报人反
映的洗涤厂位于唐河县城郊乡仝营村，企业全
称为唐河县城郊乡碧草坊洗涤中心。该洗涤中
心主要生产设备有蒸汽洗涤机 2台、布草烘干
机 1台、自动熨平机 1台、1蒸吨/时锅炉 1台。
主要以洗涤清洁宾馆布草为主，日洗涤清洁宾
馆布草 200套左右，生产工艺为宾馆布草—蒸
汽洗涤—烘干—熨平—整理包装—配送。该厂
未取得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且未配套建设污
染防治设施，生产过程中有废气、废水排放。

处理及整改情况：6月9日上午，唐河县环保
局牵头，县公安局、城郊乡人民政府配合，组成联
合执法队，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规

定，对该洗涤厂进行依法取缔。现场依法拆除燃
煤锅炉，清除燃料煤约1.5吨；依法拆除、封存该
厂配套设备蒸汽洗涤机2台、烘干机1台、自动熨
平机1台，并对业主进行批评教育，防止反弹。

问责情况：无。
四十八、汝州市 D410000201806070083
反映情况：平顶山市汝州市庙下镇杨沟村

北坡，马帅峰石料厂违法开采，强行开挖耕地，

粉尘污染严重，生产废渣直接倒在耕地里，污染

严重。多次向汝州市环保局反映未解决。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一）涉案企业的基本情况。信访人反映的

马帅峰石料厂实为汝州市锦隆实业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马帅峰。该公司杨沟村建筑用砂岩石
项目位于汝州市庙下镇杨沟村北。2016年该项
目经汝州市发改委备案，文号为汝发改〔2016〕
399号，2017年汝州市环保局对该项目进行环评
批复，批复文号为汝环审批〔2017〕17号。

（二）关于违法开采，强行开挖耕地调查情
况。反映情况不属实。经汝州市地矿局核实，汝
州市锦隆实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 11月 27日通
过竞拍取得了杨沟村建筑用砂岩矿采矿权，备案
号为豫直汝州采矿〔2016〕17410号，为有证开
采。2016年汝州市鑫润土地测绘服务有限公司
曾对该厂进行现场测绘，确定占地性质为草地。

（三）关于粉尘污染严重，生产废渣直接倒在
耕地里，污染严重。多次向汝州市环保局反映未
解决的调查报告。查阅举报记录，2017年11月，
信访人向不同部门举报反映马帅峰非法开采，污
染环境等问题。当时，该公司厂房基础设施未建
成，生产设备已基本建成，配套的环保设施未完
善，厂区存在道路扬尘污染现象。环保、地矿等部
门执法人员多次对该公司进行现场检查，要求该
企业购置洒水车辆、建设喷淋设施，采取洒水降尘
等措施控制扬尘污染。由于和周边群众发生纠
纷，该企业已于2018年4月自行停止建设。2018
年5月23日，市环保局环境执法人员对该企业现
场检查时发现该公司原料堆场有原料露天堆放、
未全面覆盖情况，易产生扬尘污染，对该企业违法
行为进行立案处罚，已处罚到位。

处理及整改情况：1.由汝州市庙下镇政府
加强属地责任监管，杜绝污染事件发生，并举一
反三，对辖区内的企业全面排查整治，同时处理
好与周边群众关系，做好环境信访维稳工作。
2.要求地矿、环保等部门加强行业监管，在环保
设施建成前，禁止企业擅自恢复生产。

问责情况：无。
四十九、信阳市羊山新区 D410000201806090093
反映情况：信阳市羊山新区银前村东礼湾

村一位姓李残疾人，每车收费 80 元，让垃圾车

在村里倾倒生活垃圾、建筑垃圾，污染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反映的问题基本属
实。姓李残疾人名叫李辉，居住在信阳市羊山
新区龙飞山办事处龙欣居委会东李湾组。李辉
以维修门前道路为由，将装修材料、废石料等建
筑垃圾约 50方倾倒在龙欣居委会东李湾组道
路及周边。但其否认让别人到此倾倒垃圾修路
每车收费80元，查无事实依据。

处理和整改情况：信阳市羊山新区公安分
局传唤当事人李辉，对其进行训诫教育。当事
人李辉承诺改正错误，并承担清运垃圾、覆盖裸
土等费用，对倾倒的建筑垃圾进行清理。公安
机关对当事人是否收取倾倒垃圾费用问题继续
侦办，发现问题及时依法依规处理。进一步加
强治安管理和卫生整治，保持良好的生活环境。

问责情况：无。
五十、信阳市商城县 D410000201806080101/

D410000201806070121/D410000201806070136
反映情况：信阳市商城县鄢岗镇山坎村南

洼组，一家无名鸭厂无污染防治措施，气味难

闻，污染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反映的情况基本属
实。信访人反映的养鸭场系商城县华源种养殖
专业合作社，位于商城县鄢岗镇山坎村。该合
作社于 2018 年 3 月建成并从事华英鸭养殖。
目前，养殖场曝气池、厌氧池、氧化沟等污染防
治设施正在建设。养殖产生的鸭粪在场区晾晒
后外运肥田，部分废水流入氧化沟，部分流入附
近的土坑内，在养殖过程中产生的废气、污水等
对周边环境造成了一定影响。

处理和整改情况：责令该养殖场立即停业
整改。2018年 6月 1日，商城县环境监察大队
对其立案查处，并下达《环境违法行为限期改正
通知书》，责令该养殖场立即完善污染防治设
施，并停止向周边排放畜禽养殖废弃物。2018
年 6月 11日，商城县环保局对其下达《行政处罚
事先告知书》，责令其 15 日内完成治理，并处
1.5万元罚款。商城县畜牧局对其下达《行政指
导意见书》，责令其完善污染防治设施。目前，
该养殖场饲养的鸭子已全部清理完毕，正建设
完善污染防治设施和清理养殖场地。在未完成
整改或污染防治设施验收不达标前禁止养殖。

问责情况：对负有属地管理责任的鄢岗镇
环卫所所长曾道胜进行约谈；对鄢岗镇山坎村
党支部书记程磊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对负有监
督管理职责的商城县环境监察大队中队长刘克
铭诫勉谈话；对商城县畜牧局执法队队长冯文
强诫勉谈话。

五十一、信阳市商城县 D410000201806100022/
D410000201806100017/D410000201806100013/
D410000201806090094/D410000201806090090/
D410000201806090089/D410000201806090088/
D410000201806090082/D410000201806090037/
D410000201806090036/D410000201806090035

反映情况：信阳市商城县鄢岗镇山坎村南

洼组有个养鸭场，臭气熏天，蚊蝇滋生，污水直

排，污染环境，影响生活。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该信访件属重复举报，
反映的情况部分属实。信访人反映的养鸭场系
商城县华源种养殖专业合作社，（下转第十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