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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十一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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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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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污
水直排问题不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责令该养殖场立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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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于
2018年 8月 15日前完成整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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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二、信阳市商城县 X410000201806100033
反映情况：信阳市商城县李集乡姜棚村有

一家黏土砖厂违规生产十余年，焚烧高硫煤炭

排放大量有害气体，烟囱冒着滚滚浓烟污染空

气，森林良田受到损毁，对当地生态环境破坏严

重。来信人讲述西姜棚村仙人村党支部书记杨

成松非法持有干股，私下与易姓商人签订长期

承包合同。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反映的情况部分属
实。信访人反映的李集乡姜棚村砖厂实名为商
城县李集乡姜棚新型建材厂。该建材厂于
2010年开始建设，2011年建成并投产经营。1.
反映“黏土砖厂违规生产十余年”问题属实。该
建材场申报页岩砖生产，未取得“新型建材”资
质，环评批复原材料为页岩、煤矸石、粉煤灰等，
实际生产的砖块主要由黏土、页岩烧制而成，原
材料及掺兑比例存在违规行为。2.反映“焚烧
高硫煤炭排放大量有害气体污染空气”问题基
本属实。2017年 6月以前，该建材场未安装脱
硫除尘设施，废气直接排放，存在污染空气行
为。2017 年 6月，该建材厂安装了“湿式脱硫
塔”，检测结果表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
物排放浓度均低于参考标准。3.反映“森林良
田受到损毁，生态环境破坏严重”问题基本属
实。该建材厂占用姜棚村林地面积 112 平方
米，未经批准擅自在李集乡姜棚村清塘组取
土，取土面积 8927平方米，其中占用基本农田
13.2 亩，取土方量 31244 立方米，对当地生态
环境有一定影响。4.关于反映“仙人村党支部
书记杨成松非法持有干股，私下与易姓商人签
订长期承包合同”问题不属实。李集乡纪委成
立了案件调查组，分别在 6月 11日、12日前往
李集乡姜棚村进行调查，未发现反映的违规违
纪问题。

处理和整改情况：1.责令该建材厂停止开
采，没收无证开采的违法所得 124976元，并处
罚款 162468.8 元。将此案件移交公安部门调
查处理。同时要求其6月19日前恢复破坏的基
本农田，退还群众土地。2.商城县林业局对李
集乡姜棚新型建材厂下达了《林业行政处罚决
定书》（商林罚决字〔2018〕第 10号），责令其停
止违法行为，限 90 日内恢复原状，并处罚款
1120元。3.商城县环保局对该建材厂法定代表
人进行约谈，并下达环境违法行为限期整改通
知书，责令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整改验收合格
前严禁恢复生产。

问责情况：1.对负有属地管理责任的李集
乡党委委员、组织委员吴祥书给予诫勉谈话；2.
对李集乡国土所所长刘亮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3.对李集乡姜棚村党支部书记杨成松给予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4.对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商城
县环境监察大队中队长沈鑫和负有监督管理职
责的商城县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大队长汪健
给予诫勉谈话。

五十三、信阳市羊山新区 D410000201806060112/
D410000201806070060

反映情况：信阳市羊山新区十六大街博士

名城小区，旁边刚建了一座中国铁通的信号塔，

距离诉求人住宅大概 50 米，目前还没有使用，

感觉使用后居民会受到电磁辐射影响。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群众举报的信号塔
为通信基站。该基站位于新区十六大街北侧博
士名城路口，距离最近住宅楼约 50米，目前没
有投入使用。建设单位提供的其他 3个正在运
营的相同类型基站监测报告显示，监测点位与
天线直线距离3至150米内的频率范围、电场强
度、磁场强度和功率密度均在《电磁辐射防护规
定》（GB8702-88）标准范围内。

处理及整改情况：待该通信基站投入运营
后，要求建设单位提供监测报告，并在基站附近
公示监测结果。

问责情况：无。
五十四、信阳市上天梯非金属矿管理区 X410000201806060039
反映情况：驻部纪检组转办来信：河南省信

阳市上天梯非金属矿管理区红光村周湾组地下

水污染问题，因为居民村落的周边长期有厂房

存在，导致地下水污染严重，颜色和气味都有。

并且附近居民癌症频发。沿途涉及浉河、淮河

的污染，村民组就靠近浉河。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上天梯管理区工业
园区入驻的均为珍珠岩深加工企业，主要产品
为膨胀珍珠岩及制品，企业生产使用燃气，不产
生工业废水。园区内企业按要求均建设有一体

化生活污水处理设备，对企业每天产生的生活
污水进行处理。管理区在园区内还建有两台分
别为 50吨、60吨生活污水处理站，按照污水处
理厂一级A排放标准处理园区内生活污水。环
境管理部门每月定期在辖区浉河入河口采取水
样进行检测，未发现有水质超标情况。

处理及整改情况：加强对企业巡查监管，加
强水污染监测防控，定期开展入浉河水质检测，
严防污染问题发生。

问责情况：无。
五十五、驻马店市确山县 D410000201806100054（*）
反映情况：驻马店市确山县三里河街道办

事处可能因环保不达标，要求该处养殖户在两

日内将猪全部处理掉。投诉人称两日内根本卖

不完，希望宽松点时间。求助。

调查核实情况：确山县三里河街道办事处
按照《确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确山县
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分方案的通知》（确
政办〔2016〕124号）要求，制定了《三里河街道
办事处加强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管理工作
实施方案》（三办文〔2017〕36号），明确了禁养
区、限养区范围，管理措施及责任。针对方案
要求，该办事处禁养区内规模养殖场共 5 家，
已于 2017 年年底全部取缔到位；辖区内散养
户 40家，已自行关闭、转产、搬迁 19家，目前还
有 21家没有关闭、转产、搬迁。1.关于反映“要
求该处养殖场两日内将猪全部处理掉”问题。
经调查，确山县三里河街道办于 2017年 5月组
织相关人员对辖区内养殖户进行排查，并于同
年 5、6月份对养殖户发放《关于禁养区养殖场
（户）限期关停通知书》，要求养殖户于 2017年
12月底按照禁养区有关规定自行完成搬迁、关
闭、转产。2018 年年初街道办再次对养殖户
进行核查，发现还有 21 家养殖户并没有按照
通知要求进行搬迁、关闭、转产。而三里河街
道办事处在规定的时间节点过后并未实施拆
除等强制措施，依旧以说服教育为主。中央环
保督察组进驻以来，群众向当地政府反映，并
未拆除的养殖户在养殖过程中臭气熏天，希望
政府予以解决，另外之前搬迁的养殖户也向当
地政府反映，希望当地政府依照相关规定督促
未完成清养任务的养殖户尽快清理完毕。由
于群众要求强烈，三里河街道办事处于 2018
年 6 月 8 日至 10 日再次向禁养区内养殖户发
放了《关于禁养区养殖场（户）限期关停通知
书》，要求两日内自行转产、关闭、拆除。反映
问题属实。2.关于反映“投诉人称两日内根本
卖不完，希望宽松点时间。求助”问题。反映
情况不属实，原因如下：一是三里河街道办自
2017年 5月开始，就已经对辖区禁养区的养殖
户进行了普法宣传，并下发限期关停通知书，
明确要求养殖户于 2017年年底前按照禁养区
有关规定自行完成搬迁、关闭、转产，而部分养
殖户一直未按规定进行搬迁、关闭、转产；二是
该县的鑫长源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屠宰
等业务的企业，对辖区符合出栏条件的生猪等
基本可以全部收购，因此不存在投诉人反映的
两日内根本卖不完的问题。

处理及整改情况：1.确山县三里河街道办
事处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于 2018年 6月 12日
晚召开党工委会议，认为未完成清养任务的散
养户虽然存在不自觉履行搬迁、关闭等义务问
题，但是还是本着以人为本、加强思想动员、照
顾群众利益、把群众损失降到最小的原则，并根
据《确山县三里河街道办事处畜禽养殖禁养区
限养区管理工作实施方案》（三办文〔2017〕36
号）文件，继续督促剩余 21家散养户按文件要
求尽快完成清养任务。2.确山县三里河街道办
事处加强宣传，让养殖户从根本上理解国家政
策，自行进行转产、搬迁。3.确山县三里河街道
办事处加强日常监管，防止养殖户在行情好时
再次进行养殖。

问责情况：无。
五十六、驻马店市正阳县 D410000201806020087
反映情况：驻马店市正阳县兰青乡牧原六

厂（养猪场）臭气难闻，管理不严谨，环境脏乱

差。

调查核实情况：1.关于反映“驻马店市正阳
县兰青乡牧原六场（养猪场）臭气难闻”问题。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正阳牧原
农牧有限公司第六分场建设有污染处理设施，
粪污处理工艺采用的是 UASB厌氧发酵，处理
和发酵后的废水分别进入7万立方米和13万立
方米的沼液储存池。现场检查时，污染处理设
施运行正常，并定期对中转池、收集池、粪棚投
放除臭剂。经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监测公司
（河南松筠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连续两天对该场
无组织废气进行采样监测，监测结果：氨最大浓
度值为 0.183mg/m3（标准为 1.5mg/m3）、硫化
氢 最 大 浓 度 值 为 0.0019mg/m3（标 准 为
0.06mg/m3）、臭气最大浓度值为 41mg/m3（标
准为 70mg/m3）,均不超标。但调查组现场调
查时通过嗅觉能闻到有臭气。2.关于反映“管
理不严谨，环境脏乱差”问题。经调查，群众反
映问题属实。该场对污染防治设施的运行和粪
污的处理派有专人负责，并做有相关记录。调
查组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场场区内路面较脏，有
积尘和杂物未及时清扫。

处理及整改情况：1.责令正阳牧原农牧有
限公司第六分场对其场区内中转池、收集池四
周进行密封，并加大除臭剂的投放量，同时对
猪舍单元风机口加盖除臭墙,防止臭气污染；
加强内部管理，对场区内环境进行整治。2.责
令正阳县环境保护局对正阳牧原农牧有限公
司第六分场加强监管，杜绝环境污染现象的发
生。3.责令正阳县兰青乡政府按照属地管理责
任对正阳牧原农牧有限公司第六分场进行监
督管理。

问责情况：无。
五十七、驻马店市西平县 D410000201806100053

反映情况：驻马店市西平县二郎乡加油站

附近，有十几家粉碎塑料颗粒厂，噪音大，污水

乱排。西平大道新鸿路交叉口东边也有几家粉

碎塑料颗粒厂，污染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1.关于反映“驻马店市西平
县二郎乡（实为二郎镇）加油站附近，有十几家
粉碎塑料颗粒厂，噪音大，污水乱排”问题。
2018年 6月 12日西平县组织人员进行了现场
调查。通过现场排查和走访群众，二郎镇区域
内共有加油站 3个，分别是中国石化加油站、洪
泰加油站、豪宇加油站，在这 3个加油站院内和
周边1000米范围内，均未发现有粉碎塑料颗粒
加工厂，不存在有十几家，也没有查到“噪音大、
污水乱排”的现象。反映问题不属实。2.关于
反映“西平大道新鸿路交叉口东边也有几家粉
碎塑料颗粒厂”问题。经过对西平大道新洪路
交叉口东边实地排查，排查范围至京广铁路东，
只在西平县城至五沟营镇的县乡公路北侧，有1
家粉碎颗粒加工点，该粉碎颗粒加工点的经营
者叫罗连枝，于 2018年 2月建成生产。反映问
题部分属实。3.关于反映“塑料颗粒厂，污染环
境”问题。经调查，罗连枝经营的粉碎颗粒加工
点，采取粉碎生产工艺，把从市场回收的废塑料
用破碎机粉碎，破碎机在对废旧塑料破碎的生
产过程中未采取任何污染防治措施，产生噪
音。反映问题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西平县柏城办事处组织
人员对罗连枝经营的粉碎颗粒加工点按照“二
断三清”的整治标准实施关停，对生产场地彻底
清理打扫干净，并喷撒生石灰，消毒处理。在
2018年 6月 17日前关停到位。

问责情况：给予西平县北关社区干部、网格
员杨云波诫勉谈话处理。

五十八、驻马店市泌阳县 D410000201806100072
反映情况：驻马店市泌阳县下碑寺乡郭庄

村委郭林组村民王志中（乡政府退休干部）、王

春伟、王五中挖养鱼池破坏国家级公益林 38.8

亩，破坏裸露荒坡 50 亩。泌阳县检察院、泌阳

县公安局包庇王志中、王春伟、王五中。

调查核实情况：泌阳县下碑寺乡郭庄村委
郭林组农民王五中、王春伟在外创业小有成就
之后回到家乡，规划在该村组石道沟、洋槐沟修
建水坝（即反映的“挖养鱼池”），解决村民饮水
和浇地困难。王志中（乡政府退休干部）为村民
王五中、王春伟堂兄。修建水坝项目于2018年
1月经泌阳县发改委备案，未办理占用林地许可
手续擅自开工建设，破坏国家级公益林地。现
在两个水坝已基本建成。2018年 4月 10日此
件已被举报。1.关于反映“村民王志中（乡政府
退休干部）、王春伟、王五中挖养鱼池破坏国家
级公益林 38.8 亩，破坏裸露荒坡 50 亩”问题。
2018年 4月 11日，县林业局林地稽查大队前往
调查处理，经核实，修建水坝破坏的林地为国家
级公益林地，当即下达了责令停产通知书。4月
19日，经县林业技术人员鉴定，非法占用石道
沟林地面积 22.08亩、洋槐沟 16.8亩，两起案件
已达到刑事案件立案标准。反映的“王春伟、王
五中破坏国家级公益林地 38.8 亩”问题属实，

“破坏裸露荒坡50亩”问题不属实。2.关于反映
“泌阳县检察院、泌阳县公安局包庇王志中、王
春伟、王五中”问题。2018年 4月 24日，泌阳县
林业局将这两起案件移交县森林公安局处理。
4月 26日，县森林公安局第一派出所受理案件
并调查。5月 13日，县森林公安局将两名嫌疑
人王五中、王春伟刑事拘留。5月 14日，县森
林公安局依法提请县检察院审查。5月 17日，
县检察院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并提出补充侦
查提纲（县检察院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王春
伟、王五中属投案自首，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有认罪悔罪表现，属初犯、偶犯，无前科，无
社会危害性。犯罪嫌疑人王春伟、王五中主观
恶性较小，二人为解决村民饮水和浇地困难无
偿修建水坝，其主观并非恶意，根据相关法律
规定，检察院作出不予批捕的决定）。5月 17
日，县森林公安局依法对王五中、王春伟变更
为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在该案件的办理过程
中，泌阳县检察院和泌阳县森林公安局不存在
包庇行为。反映问题不属实。3.关于反映“王
志中参与建水坝破坏公益林地”问题。经县森
林公安局调查，王志中虽然是两名犯罪嫌疑人
的堂兄，没有证据证明其参与建水坝破坏公益
林地行为。

处理及整改情况：一是依照法律规定，按照
司法程序追究当事人责任；二是责令县林业局
监督王五中、王春伟于2018年 12月 30日前(由
于现在不是植树季节，一般植树在冬季和春季)
对除水坝及水面以外所损坏和占用的其他林地
进行植被恢复。

问责情况：对犯罪嫌疑人已采取强制措施，
进入司法程序；给予泌阳县下碑寺乡郭庄村村
委委员、包组干部王春义诫勉谈话处理。

五十九、驻马店市驿城区 D410000201806100100
反映情况：1.驻马店市驿城区水屯镇陈楼

村陈庄村民组有两家刻石厂，夜里生产扬尘污

染严重，无覆盖。2.水屯村东侧杨庄桥南侧 300

米处，原水屯镇玻璃厂内有一家炼铅厂，废水、

废渣排放到练江河，污染河流。

调查核实情况：1.关于反映“驻马店市驿城
区水屯镇陈楼村陈庄村民组有两家刻石厂，夜
里生产扬尘污染严重，无覆盖”问题。经调查，
群众反映的驿城区水屯镇陈楼村陈庄村民组有
两家刻石厂（实为磕石厂），实际位于水屯镇水
屯村马庄组，分别是：姚苏平磕石厂，占地约
2000平方米，碎石设备一套；李刚磕石厂，占地
约 1200平方米，碎石设备一套。2018年 3月 8
日，驿城区环保局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这两家违
法企业，驿城区环保局和水屯镇环境保护工作
领导小组分别于 2018年 3月 12日和 2018年 3
月 26日对两家磕石厂送达了《责令纠正违法行
为通知书》，要求其立即停工，恢复原状。2018

年 4月 10日，水屯镇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对两家
磕石厂所有厂房及设备全部拆除清理完毕。调
查组 6月 11日对周边 10位居民随机进行调查
走访，受访者均反映两家磕石厂建成后没几天
就被政府部门拆除了。反映问题部分属实。2.
关于反映“水屯村东侧杨庄桥南侧300米处，原
水屯镇玻璃厂内有一家炼铅厂，废水、废渣排放
到练江河，污染河流”问题。水屯镇政府工作人
员和驿城区环保局执法人员到水屯镇原玻璃厂
院内进行了现场调查，该厂院内已经荒废多年，
未发现炼铅厂。调查组对水屯镇原玻璃厂周边
5位居民随机进行调查走访，受访者均反映没有
炼铅厂。反映问题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两家企业在举报前已被
拆除到位，但此件反映出仍有个别企业和法人
顶风违纪。需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建立问题
排查整改长效机制。

问责情况：无
六十、驻马店市确山县 D410000201806110020
反映情况：驻马店市确山县爱民路嘉禾时代

广场云海搏击健身房噪音大，没有隔音防护措施。

调查核实情况：确山县云海健身俱乐部（云
海搏击健身房）位于确山县嘉禾时代广场 1期
第三层门面里，已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其他手续
正在办理中，于 5月 28日开始试营业。1.关于
反映“云海健身俱乐部（云海搏击健身房）噪音
大”问题。2018年 6月 12日晚，确山县组成联
合调查组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经
现场调查，该俱乐部主要噪音来源为动感单车
室，其他区域噪声较小。根据这一情况，确山县
综合执法局委托确山县环境监测站对云海健身
俱乐部进行噪声监测，通过对云海健身俱乐部
周边 6个地点分不同时间监测噪音，监测结果
噪声最低 44.8分贝，最高 58.5分贝。根据监测
数据显示，云海健身俱乐部周边 6个监测点位
边界噪声均在限值 60LeqdB(A)以内，符合《声
环境质量标准GB 22337-2008》标准。同时走
访附近一家住户和两家商户，他们均表示云海
健身俱乐部噪声对居民没有太大影响。经调
查，云海健身俱乐部有噪音但在标准限值内，反
映问题部分属实。2.关于反映“云海健身俱乐
部（云海搏击健身房）没有隔音防护措施”问
题。通过现场检查，该俱乐部主要是动感单车
室存在音乐噪音，现场检查动感单车室建有隔
音板、双层玻璃、加厚窗帘等隔音设施。反映问
题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要求确山县云海健身俱
乐部动感单车活动区在下一步经营过程中采取
蓝牙耳麦降噪措施、防护措施，使噪声降至最
低；责成确山县综合执法局定期不定期对云海
健身俱乐部进行突击暗访检查。

问责情况：无。
六十一、驻马店市泌阳县 D410000201806110026
反映情况：驻马店市泌阳县春水镇和庄村

委张秋生，使用非法手段垄断春水镇石材废料，

将废料堆在塔湾河道内，造成河道堵塞，并且将

废料堆积在基本农田内和村委林场里面，污染

严重，粉尘影响居民生活。

调查核实情况：张秋生，泌阳县春水镇和庄
村委塔湾一组人，系泌阳县鸿运治污服务有限
公司法人代表，该公司承担春水镇境内62家石
材加工企业固废清洁运输服务工作。2017年
11 月，该公司因废石堆放处置场达到堆放限
量，向县环保局提出封场申请，停止固废堆放。
县环保局同意该公司采取封场措施，并要求该
公司落实封场后的防污措施。截至目前，该公
司已停止固废堆放，固废堆体已全部覆土，部分
复绿。1.关于反映“使用非法手段垄断春水镇
石材废料”问题。经调查，泌阳县春水镇境内类
似的公司共有 2 家，分别是：泌阳县鸿运治污
服务有限公司，注册号：411726000004330，
经营范围：建筑物的废石、废料清洁服务，
环评批复号：泌环评表〔2012〕5 号；泌阳县
益 群 清 淤 有 限 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726063819136G，经营范围：废石渣、废
物淤泥的清理服务，环评批复号：泌环评表
〔2012〕7号。上述两家公司同时为春水镇石材加
工企业开展废石废渣清运服务。反映问题不属
实。2.关于反映“石材废料堆在塔湾河道内，造成
河道堵塞”问题。经县水利局、县砂石管理局调
查核实，鸿运治污服务有限公司原废石堆放处置
场建在塔湾河道东岸，企业成立至今，从未向塔
湾河道内倾倒过废石废渣。该段河道呈南北走
向，水势平稳,河道东西两侧均建有高度 2米左
右的防护河堤，查阅相关资料显示，该河段历史
最高水位在河堤以下。反映问题不属实。3.关
于反映“废料堆积在基本农田和村委林场内”问
题。经县国土资源局现场定界勘察，该公司废料
堆放处置场占用土地不涉及基本农田；经县林业
局调查认定，该公司堆放废料区未占用林场林
地。反映问题不属实。4.关于反映“粉尘污染严
重，影响居民生活”问题。经调查，该公司建设有
1个固废堆场，该公司于2017年 11月采取封场
措施后，由于固废堆体复绿进度缓慢，部分固废
裸露，造成粉尘污染。县环保监察大队春水中队
已于今年 5月下旬对该企业粉尘污染问题立案
调查。目前，正在落实整改。反映问题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1.泌阳县环保监察大队春
水中队监督鸿运治污服务有限公司严格落实“三
防”措施，并于2018年6月20日前，将未复绿堆体
用防尘网全部予以覆盖。2.泌阳县春水镇政府监
督鸿运治污服务有限公司每天在场区内实施洒水
降尘作业，并于2018年6月25日前将草籽在堆体
播撒全覆盖。3.泌阳县环保、林业、国土、水利、砂
石管理等执法机关强化日常巡察监督。

问责情况：无。
六十二、驻马店市上蔡县 X410000201806100035
反映情况：驻马店市上蔡县大路李乡的新

庄农场，上蔡宏伟种猪有限公司和上蔡县润富

成养殖有限公司由于没有环保设施，缺乏监管，

肆意将未经处理的畜禽粪便直接排出，通过管

道流向农田。粪水所到之处，臭气熏天，蚊蝇乱

飞，地下水严重污染，沟边庄稼被粪便熏死。西

上公路南侧的农田里，该养殖场竟然挖几个深

坑直接进行排污。该场东南两侧的沟内有多个

排污口，每天源源不断地排放粪便。这里的地

下水质也年年变差，井水经常能看到小红虫。

猪场不仅对外直排屎尿，还把药瓶及其他废弃

垃圾直接倾倒到场区南墙外。希望环保部门严

查这两个污染源，还我们洁净的地下水资源和

生活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1.关于反映“驻马店市上蔡
县大路李乡的新庄农场，上蔡宏伟种猪有限公
司和上蔡县润富成（实为富润成）养殖有限公司
由于没有环保设施，缺乏监管，肆意将未经处理
的畜禽粪便直接排出，通过管道流向农田”问
题。经调查，两家公司治污设施运转正常，都采
用干清粪模式，残留粪尿冲洗废水排进粪便收
集池，处理工艺是收集池→沉淀池→氧化池→
沼气池，没有外排口。县畜牧、环保部门及大路
李乡政府调查人员对两家公司场区四周及周边
农田反复巡查，没有发现排污口，也未发现直排
管道或暗管。2.关于反映“粪水所到之处，臭气
熏天，蚊蝇乱飞，地下水严重污染，沟边庄稼被
粪便熏死”问题。现场检查场区外未发现粪水
直排痕迹。经上蔡县环境监测站对场区空气采
样，监测结果均不超标。但是，调查组在场区边
界外通过嗅觉能闻到有臭气，在场区内猪舍、粪
便晾晒场及粪便收集池、沉淀池、化粪池等处臭
气较浓、蚊蝇较多。群众反映的“臭气熏天，蚊
蝇乱飞”问题基本属实。两家公司场区内各建
有自备井一眼，分别作为公司的生活饮用水
源。2018年 6月 13日，上蔡县卫生防疫部门对
两家养殖场自备井水质取样化验，检测报告显
示，各项检测指标均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
准》（GB5749-2006）。上蔡县环境监测站于 6
月 15日对距离两家养殖企业最近的上蔡县状
元红酒厂（约 300米）厂区自备井水取样化验，
其 水 质 符 合 地 下 水 质 量 标 准（GB/T
14848-93）二级标准。现场检查时场区周边群
众正在使用地下井水灌溉农田，场区周围沟边
庄稼也未发现被粪便熏死现象。3.关于反映

“西上公路南侧的农田里，该养殖场竟然挖几
个深坑直接进行排污。该场东南两侧的沟内
有多个排污口，每天源源不断地排放粪便”问
题。两家养殖企业中，上蔡县宏伟种猪有限公
司位于西上公路南约 500米处，上蔡县富润成
养殖有限公司位于宏伟种猪有限公司东南，距
离西上公路约 1公里。现场检查中，两家养殖
企业和西上公路之间农田深坑为周边所流转
或租赁农田施肥用沼液暂存池，养殖场粪水经
沼气池发酵处理达到施肥条件后，即抽运至池
内用于周边农田施肥，池内用厚塑料膜做防渗
处理。农田内其余沟渠没有发现养殖场直接
排污行为，沟渠内也没有养殖粪污存在。两家
养殖企业场区东南两侧沟内没有发现排污口，
也没有养殖粪污存在。4.关于反映“这里的地
下水质也年年变差，井水经常能看到小红虫。
猪场不仅对外直排屎尿，还把药瓶及其他废弃
垃圾直接倾倒到场区南墙外。希望环保部门
严查这两个污染源，还我们洁净的地下水资源
和生活环境”问题。监测化验结果显示养殖场
场区及周边最近的上蔡县状元红酒厂地下井
水水质都符合国家相关标准，检测水样也没有
看到小红虫；现场检查两家公司场区南墙外均
未发现药瓶，但富润成养殖有限公司南墙外有
少量生活垃圾，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县环
保、畜牧等相关部门一直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履
行对养殖企业的监管职责，全力维护群众环境
权益、保障群众地下水资源和生活环境的安
全，环保及畜牧部门现场检查记录显示，两家
养殖企业治污设施运行正常，没有外排现象，
但现场调查时两家企业场区内路面较脏，场区
生活环境较差。

综上所述，本次举报内容与第八批转办件
中“驻马店市上蔡县大路李乡新庄农场内有两
家养猪场，养殖粪便直排，污染地下水”，举报污
染问题有部分相同、重复举报。本次又反映“臭
气熏天，蚊蝇乱飞”“场区南墙外有垃圾倾倒”及

“生活环境不洁净”问题基本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1.责令上蔡县宏伟种猪有限公司和上蔡县

富润成养殖有限公司对其场区内粪便晾晒棚
及粪污收集处理池加大除臭剂的投放量，控制
臭气影响程度。2.责令上蔡县畜牧局和县环保
局对上蔡县宏伟种猪有限公司和上蔡县富润
成养殖有限公司进一步加强监管，杜绝环境污
染现象的发生。3.责令上蔡县大路李乡人民政
府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对上蔡县宏伟种猪
有限公司和上蔡县富润成养殖有限公司加强
监督管理。4.责令上蔡县宏伟种猪有限公司和
上蔡县富润成养殖有限公司加强内部管理，并
对场区内环境进行整治。5.责令上蔡县富润成
养殖有限公司立即对场区南墙外边垃圾进行
清理，并确保不再发生垃圾倾倒现象。6.针对
群众所担心的地下水质污染风险，将增加上蔡
县宏伟种猪有限公司和上蔡县富润成养殖有
限公司生产生活区域及厂区外周边地下水水
质取样化验检测频次，提高地下水污染风险预
警水平。

下一步，上蔡县将进一步强化养殖企业法
人或负责人主体责任的落实，切实履行畜禽养
殖污染防治第一责任人职责，及时维护更新治
污设施，及时收集、贮存、清运粪污和病死畜禽，
确保养殖废弃物有效处理；建立养殖场日常自
查制度，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同时建
立县、乡、村三级畜禽养殖污染防控网格化巡查
网，构建巡查、抽查和督查联动机制，保持高压
态势。

问责情况：无。③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