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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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批）

(上接第九版)二氧化硫未检出，氟化物最高为
1.44mg/m3，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927-1996）表 2排放限值。5. 2018年 6
月 12日、6月 13日焦作市锦瑞达铝业有限公司
委托焦作市和盛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厂界
无 组 织 排 放 进 行 了 监 测 ，颗 粒 物 最 高 为
0.356mg/m3，二氧化硫最高为0.051mg/m3，氮
氧 化 物 最 高 为 0.046mg/m3，氟 化 物 最 高 为
18μg/m3，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927-1996）表 2排放限值。根据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部门提供材料，2018年 1月至 5月
马村区化工企业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二）果树调查情况。举报人所称果树，位
于解放东路山门河桥东路北侧，约 3.7亩，呈不
规则长方形，主要种植葡萄，该区域南侧种植有
少量豆角、黄瓜，葡萄架中间种花生。该种植区
域四周种植有杨树、女贞等绿化树。环保部门
工作人员6月12日、6月 14日到现场进行调查，
现场勘查发现葡萄树有部分葡萄叶枯黄、部分
葡萄已结果，黄瓜、豆角未见异常，已结果，花生
未见异常，周边树木未见异常。因举报人所称
企业排放废气污染葡萄，马村区积极与相关农
业、林业部门联系确定葡萄受损原因。2018年
6 月 13 日 与 焦 作 市 林 业 科 学 研 究 院
（13938180986）、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
（0371-65330969）、河南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
（0371-65751366），6月 14日与焦作市农业局
植保植检站（0391-8382961）、焦作市林业局
（0391-3569640）、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
究所（0354-6215019）等部门联系，了解葡萄
树叶枯黄原因，上述部门机构称葡萄树叶枯黄
有各种因素，如病虫害、天气（高温引起缺水）、
管理等均有可能引起树叶枯黄。上述部门机构
表示无法出具葡萄树叶枯黄原因鉴定，根据现
场查勘情况和向相关机构部门了解，目前无法
确定葡萄树叶枯黄是由于企业排放废气污染引
起。

焦作市锦瑞达铝业有限公司污染物能够达
标排放，并且信访举报葡萄园周边绿化树木、其
他蔬菜均未见异常，环保部门向相关农业、林业
部门和机构咨询，均无法确定葡萄树叶枯黄是
由于企业排放废气污染引起，根据以上调查情
况，该信访举报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无。
问责情况：无。
十九、焦作市解放区 X410000201806110002
反映情况：（一）焦作市农村道路车流量过

大，尤其是郑长路、农村路、乡二级路（如焦作示

范区阳庙镇焦张路）昼夜半挂车川流不息、尘土

飞扬、事故频发，道路破损严重。（二）焦作市城

外交通要道两侧和农村路边大量半挂车童车

厂，内部很多都是非法加油站。油品来源非法

且品质差，导致机动车尾气排放污染更严重。

另 外 停 车 场 大 多 没 有 水 泥 硬 化 地 面 ，扬 尘 严

重。（三）焦作市解放区王褚乡“小散乱污”企业

及废品加工点污染现象严重。

调查核实情况：
（一）经现场核查，该举报部分属实。
1.车流量大问题。由于焦西线正在实施改

造，道路实行全封闭，加之城区周边设置有限高
卡点，控制货运车辆穿城行驶，致使大量货运车
辆在示范区绕行农村公路。反映的农村道路车
流量大的问题属实。

2.尘土飞扬问题。郑常路属于干线公路
（供），并非农村公路，该路于 2017年实施了大
修，目前路况路貌良好，道路虽有扬尘，但不明
显；焦张路等农村公路也有扬尘，但不突出，并
不存在尘土飞扬问题。反映的尘土飞扬问题不
属实。

3.道路破损问题。焦张线位于阳庙镇中
部，全长 4.7 公里，是连接 G327 和 S308 的县
道。自 2017 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以来，
G327 实施了 3个月的交通管控，S308 焦作市
区、博爱县路段设立限高杆，大量货车绕行，导
致焦张线部分路段被压毁，多处出现坑槽。反
映的道路破损严重问题属实。

（二）经查，该举报部分属实。2016 年以
来，按照焦作市委、市政府及焦作市环境污染防
治攻坚领导小组的工作任务和要求，焦作市商
务局牵头，联合焦作市发改委、市工商局、市环
保局、市公安局、市质监局等部门依法开展“黑
加油站点”整治工作，上下齐动、部门联动、多策
并举、齐抓共管，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

“黑加油站点”，彻底遏制“黑加油站点”死灰复
燃，实现了成品油市场法治化、规范化、常态化
管理的工作目标。

2016年按照“切断电源，抽出油品，拆除加
油机、管线、标识，起出或销毁油罐”的标准全部
取缔，查处取缔“黑加油站点”719座；2017年采
取集中整治与日常巡查相结合的形式，“黑加油
站点”整治重心由过去的路边经营向重型货车
停车场内部转移，2017年查处取缔“黑加油站
点”44座；2018年以来，巩固 2016年、2017年

“黑加油站点”整治工作成果，重点对已取缔的
“黑加油站点”进行“回头看”，采取“不留死角、
不留盲点”，深入持久地开展拉网式排查，持续
保持高压态势，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做到露头就
打，严防死灰复燃和新出现“黑加油站点”。截
至2018年 5月底查处取缔“黑加油站点”12座，
其中9座分布在停车场。6月 11日至 6月 14日
经过排查，未发现新增“黑加油站点”。

（三）经查，该举报件部分属实。解放区王
褚街道地处城乡接合部，个别村庄有闲置空闲
大院，通过集中整治“污染围城”、环保攻坚等，
王褚辖区内已无“小散乱污”企业。2018年 6月
12日，解放区组织王褚街道办事处针对举报问
题进行了拉网式排查。经排查，辖区内不存在
塑料等废旧物品加工情况，但王褚街道新店村、
士林村、嘉禾屯村仍存在废品收购站点经营情
况，经营场所物品摆放杂乱，环境卫生差。

处理及整改情况：焦张线公路扬尘问题整
改情况。1.设立限高杆，控制大型货车通行。
在焦张线阳庙镇小梁庄村口及焦张线与詹泗路
交叉口处均设立限高杆，限高 3.2米，禁止大型
货车通过，并安排专人值守。目前该措施已安
排到位。2.强化清扫保洁、洒水抑尘措施，加强
道路扬尘污染管控。坚持道路机械化作业标
准，加大机械清扫力度、加大洒水抑尘的频次，
最大限度地控制道路扬尘污染。3.实施道路维
修，改善路貌路况。示范区拟投资 90万元，对
破损严重的焦张线实施改造，该工程自2018年
6月 14日开始实施，至 2018年 7月 20日结束。
届时，该破损道路问题将从根本上得到彻底解
决，路貌路况将得到根本改善，为有效控制道路
扬尘污染奠定良好的基础。4.焦西线于2018年
8月建成后，货车绕行农村公路问题将得以解
决。

焦作市交通运输局举一反三，在全市农村
公路开展再排查、再整治，结合开展创建农村四
好路三年行动计划和创建农村四好路示范试点
活动，全面提升农村公路的管养水平，坚决防止
道路扬尘问题出现；焦作市商务局将安排各县
市区商务主管部门，对各自辖区内交通要道两
侧和农村路边重型货车停车场进行再排查再清
理，其中五城区商务主管部门排查停车场 32
个。强化责任落实，在全市范围内继续保持高
压态势打击黑加油站点，加大道路两侧重型货
车停车场巡查力度，从重从严打击“黑加油站
点”；解放区政府组织王褚街道、公安、环保、住
建、食药等部门组成专项工作组，对排查出的废
品收购站点逐个进行核查整治，6月 17日前将
对不具备整改条件的两家废品收购站点予以清
理取缔。

问责情况：解放区王褚街道新店、士林、嘉
禾屯三村分管环保工作人员未尽到监督、巡查
职责，工作失职。6月 14日，王褚街道办事处依
照有关规定给予新店村主管环保工作的王清富
同志行政记过处分；给予士林村主管环保工作
的姬有利同志行政记过处分；给予嘉禾屯村主
管环保工作的卢双印同志行政记过处分。

二十、焦作市孟州市 D410000201806100056
反映情况：焦作市孟州市黄河大道西段老

自来水公司后院，有一家搅拌站和配件加工厂，

加工过程中噪声和粉尘污染严重。搅拌站未按

要求进行覆盖，扬尘影响周边居民生活。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该举报属实。举报件
反映的孟州市黄河大道西段老自来水公司，实
为孟州市鑫通水务有限公司的一处办公地点，
该公司负责供应孟州市城区居民的生活用水。
经调查，孟州市鑫通水务有限公司后院堆放有
沙、石子、白灰、供水管材、2台小型切割机和 1
台搅拌机，为孟州市供水管道改造、抢修及路面
修补、维护的一个临时加工备料点，并非搅拌站
或配件加工厂。现场检查时搅拌机、切割机未
作业，搅拌机已长时间废弃未使用，但沙、石子、
白灰等物料未采取防止扬尘措施，配件加工工
段未采取降噪措施。

处理及整改情况：孟州市环境保护、住房城
乡建设等部门已责令孟州市鑫通水务有限公司
立即整改，清理现场，清理完成后，不得在原场
地上再进行生产活动。目前，场地内堆存的生
产设施及物料已清理到位。针对该公司未采取
有效措施防止扬尘污染的违法行为，孟州市环
境保护部门已立案查处。

问责情况：无。
二十一、焦作市孟州市 D410000201806090007
反映情况:焦作市孟州市谷旦镇米庄村培

茂食品厂，污水直排，气味难闻。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该举报部分属实。经
调查，孟州市培茂食品厂位于孟州市谷旦镇米
庄村西南，建设有年产 5000吨食品馅料项目。
主要生产工艺为：将冬瓜等原料去皮、打蓉后，
制成馅料。根据清理整顿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有
关规定，该企业办理了《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
告》，并按照现状评估的要求落实了相关环保措
施。建设了设计处理能力 600吨/日的污水处
理设施，实际日排废水130吨左右，该厂废水排
放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二级标准，处理后的废水排入城市污水处理厂
再次处理。同时，该企业配套建设1台 6吨燃气
锅炉。经调查，该企业受冬瓜原料供应影响，正
常生产时间为每年 7月到 11月，2017年 11月
15日停止冬瓜打蓉工序，停止排放生产废水。
其间，该企业间歇生产，仅利用冷藏的冬瓜蓉炒
制馅料，无废水产生。6月 10日，孟州市环境保
护部门现场检查时，该厂未生产，厂区内堆放有
变质的产品，散发腐臭气味。

处理及整改情况：针对存在的问题，孟州市
环境保护部门责令该厂负责人立即对堆放的变
质产品进行全面清理。目前，已全部清理到位。

问责情况：无。
二十二、鹤壁市浚县 D410000201806100024
反映情况：鹤壁市浚县卫贤镇有很多养殖

户，臭气熏天蚊蝇滋生，影响正常生活。县环保

局、环保督导组与当地政府互相推诿，一直无人

处理。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情况部分属实。1.卫
贤镇是浚县传统养殖大镇，养殖业是全镇农村
经济的支柱产业。由于当前国内没有适合中小
养殖场户臭味防治的有效办法，大部分养殖户
确实存在有臭味和蚊蝇乱飞问题。2.近年来，
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和依法
维权意识的加强，通过环保12369电话、微信举
报、网络举报平台反映养殖场臭味及蚊蝇乱飞
的事件不断增多。浚县县委、县政府对此高度
重视，浚县环保局等部门严格按照《河南省环境
保护厅关于依照法定途径分类处理环境信访问
题的实施意见》要求进行分类管理，妥善处置。
例如：2016年，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
浚县的案件中涉及卫贤镇两起，均已按时办

结。2017年 6月份，有村民反映浚县卫贤镇柴
王庄村柴好满鸡场问题，对于规模化以下养殖
场，浚县环保局在对举报人引导反映问题渠道
的同时，立即转办相关部门及属地政府，通过卫
贤镇政府对其进行法律法规讲解，耐心细致地
劝导，使鸡场于 2018年 6月将鸡变卖后自行停
养，不再进鸡，对晾粪厂进行了清理；2018年 5
月下旬，有村民举报卫贤镇卫贤村养殖集中区
养殖污染及养殖臭味扰民问题，浚县政府立即
组织环保、畜牧、卫贤镇政府相关人员进行调查
处理，5月 28日，卫贤镇政府对有关养殖场户下
达了《行政指导意见书》，要求在15至 30天内完
成整改工作。2018年 6月 12日，接到中央第一
环境保护督察组第 11 批交办案件后，浚县县
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立即组建案件专班，对案
件办理作专题研究与工作安排，6月 13日，浚县
卫贤镇全体包村干部出动，对辖区内养殖场进
行摸排汇总，6月 14日，制定了乡镇畜禽养殖业
污染整治方案。目前，正在对全镇进行宣传发
动，稳步推进。

处理及整改情况：依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的实施意见》（豫政办〔2017〕139号）中：“2017
年年底，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套率
达 65%以上（2018 年达 75%以上，2019 年达
85%以上）。到2020年全省规模养殖场粪污处
理设施配套率达 95%以上，畜禽养殖粪污综合
利用率达75%以上”的治理目标要求，浚县政府
经集体研究，制定如下整改措施：一是要求养殖
户在饲料中适量使用预防蚊蝇滋生的添加剂，
同时及时喷洒除臭、灭蝇药剂，减少臭味和蚊蝇
产生。二是出台《卫贤镇畜禽养殖污染综合治
理整治方案》并认真实施，全面解决养殖场污染
问题，消除臭气扰民现象。三是按照“重点推
进、分步实施、先急后缓”的整治原则，集中精力
对卫贤镇全域内的畜禽养殖场（户）进行专项整
治，以问题突出的卫贤村为试点，先行治理，总
结经验，全面铺开。四是浚县环保局将对拒不
整改的养殖场户依法立案处罚，以案促改。五
是浚县畜牧局将依法对镇内所有不符合条件的
养殖场户下发整改通知书和行政指导意见书，
履行告知宣传责任。同时积极与财政、发改委
和上级畜牧等部门沟通，完善《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项目实施方案》，为非规模养殖场的污染治
理争取财政资金支持。

问责情况：无。
二十三、鹤壁市淇县 D410000201806110107
反映情况：鹤壁市淇县高村镇和尚庙村文

礼庄组，陈来喜开了一个养猪场，距离居民区 20

米，臭气难闻，虫蝇滋生，粪便污水直排民主渠

内，向乡政府反映未解决。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情况部分属实。陈
来西养殖场位于淇县高村镇和尚庙村文礼庄自
然村村南，养殖规模为年出栏生猪300头，建有
3栋猪舍、1座沼气池和 1座沼渣沼液收集池。
根据《淇县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和可养区调
整划定方案》（淇政〔2016〕31号）规定，该养殖
场所处位置不属于城镇居民区，不属于政府划
定的禁养区范围。2018年 6月 13日，专案组现
场检查时，可闻到猪粪臭味，且有虫蝇滋生；未
发现粪便污水直排民主渠现象；淇县高村镇政
府各服务区、各基层站所未接到过群众对该养
殖场环保问题的举报反映。

处理及整改情况：针对该养殖场有猪粪便
味道、虫蝇滋生问题，淇县畜牧局下达整改通
知，提出整改要求：一是实施雨污分流，对猪舍
外粪沟进行覆盖；二是建设具备“三防”措施的
贮粪池；三是清理场区卫生，消灭蚊蝇。目前，
该养殖场已定时对猪舍及周边喷洒灭蝇药，硬
化了雨水排水沟，新建设的贮粪池正在施工中，
贮粪池的容积约为330m3。

问责情况：无。
二十四、鹤壁市浚县 X410000201806120032
反映情况：鹤壁市浚县伾山街道小高村村

民王天才在村东地建了个烧炭厂，去年又在村

东南角挖了两个大坑，不知道在坑里烧什么，一

直冒黑烟，厂北边有几个像小山一样的粉煤灰

堆，一刮风，煤灰满天飞，对环境造成污染。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情况部分属实。王
天才炭厂位于浚县伾山街道办事处小高村村东
700 米处，负责人王天才，2017 年 1 月开始建
设，2017年 4月未正式生产即被浚县列入“散乱
污”企业名单，2017年 5月 20日该炭厂自行拆
除到位。6月 29日，专案组现场核查，确认达到

“散乱污”拆除要求；该厂东侧为多年前形成的
自然坑（农户自建房挖沙垫地基，遗留沙坑，经
多年雨水冲刷坑面积自然加大），东南侧为小树
林，未发现反映的两个大坑与冒黑烟现象；厂北
边有锯末两堆，和有机肥掺拌后经发酵做肥料
用，现场检查时覆盖到位，无异味；厂北边粉煤
灰堆系王天才的弟弟王士才于 2018年 3月在
外地买的煤矸石，在此临时存放，检查时已覆
盖。由于该地区处于黄河故道，属于沙荒地质，
刮大风时，地面沙土随风而起有轻微扬尘现象。

处理及整改情况：针对现场调查发现的问
题，专案组集体研究提出整改处理意见：一是由
属地政府伾山街道办事处网格化管理“一长三
员”负责对存放的有机肥加强监管，覆盖到位，
增加巡查频次；二是有机肥用完后，不准再存放
此地；三是要求王士才于 2018年 6月底前将存
放的煤矸石清运完毕。

问责情况：无。
二十五、鹤壁市鹤山区 X410000201806120036
反映情况：鹤壁市鹤山区张合生的北星饲料厂

无生产许可证，无环评手续。锅炉无除尘设施，也

没降噪设备。每天晚上偷着生产，安全隐患很大。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情况部分属实。鹤
壁市鹤山区北星饲料厂位于鹤山区韩林涧产业
园区东马驹河村东约1公里，负责人为张合生，
建于2004年，主要生产饲料，原料为小麦胚、豆

粕等。工商营业执照由于未按时参加年检，
2012 年 12 月被工商部门吊销。生产许可证
2010年过期，未重新进行申报，没有任何环评
手续，属于违规生产的家庭式小作坊。使用甲
醇锅炉，不需安装除尘设施和降噪设备。该饲
料厂一般在白天进行饲料生产加工，晚上很少
生产，在安全生产过程中安全防护措施不足，存
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处理及整改情况：6月 15日，鹤山区政府组
织韩林涧产业园区管委会、环保局、畜牧局、工
商分局、公安分局、质监分局、综合执法局、巡防
大队等部门成立联合执法队，对北星饲料厂主
要生产设备进行了拆除，韩林涧产业园区管委
会对该厂生产车间进行了查封，电力公司对该
厂进行了断电。

问责情况：无。
二十六、鹤壁市浚县 D410000201806020064
反映情况：鹤壁市浚县善堂镇迎阳铺村东

南处建垃圾填埋场，当地村民认为垃圾填埋场

环评调查表代签存在造假行为，离居民区较近，

向当地政府部门反映无人处理，并对投诉人进

行恐吓。群众要求督察组追责并重新选址。

调查核实情况：2014年第一次公众参与工
作是由河南省正大环境科技咨询工程有限公司
组织开展的，2017年接到群众反映环评公众参
与环节造假问题后，鹤壁市环保局、浚县环保局
进行调查，发现确实存在个别代签现象，不存在
恐吓投诉人情况。鉴于公众参与工作缺乏严谨
性、规范性，鹤壁市环保局责令该项目单位重新
开展公众参与工作，否则不得开工建设。

处理及整改情况：根据鹤壁市环保局要求，
善堂镇政府、浚县城管局重新组织了公众参与
工作，目前环评公众参与调查工作正在按照公
正、公开、透明的原则逐步推进，力求反映出真
实的民意。

问责情况：无。
二十七、漯河市临颍县 D410000201806100083
反映情况：漯河市临颍县繁城镇南头颍河

桥西北 300 米左右，有家养鸡场，无证经营，占用

基本农田，气味难闻，粪便乱倒，距离居民区过

近，夏天苍蝇乱飞。投诉人希望取缔该养鸡场。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举报情况部分属
实。6月 11日，接到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
的第 10 批 D410000201806100083 号信访举
报交办单后，按照监管责任权限划分，漯河市中
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协调保障领导小组办
公室向临颍县委、县政府下发督办通知（漯环督
整办〔2018〕21号），临颍县立即成立了由县环
保局、县畜牧局、繁城镇政府组成的联合调查
组，迅速进驻繁城镇南街村展开调查，经现场核
查：养鸡场名称为“付富彬养鸡场”，位于临颍县
繁城镇南街村南面，占地 4亩。距离村庄 500
米。原来为养猪场，后改为养鸡场，养鸡场
2009年 1月投产运营，2016年 11月工商注册，
经营者姓名付富彬，2017年 2月通过县畜牧局
《动物防疫合格证》年审；养鸡场建设有大型沼
气池一座，粪污直接排放到密封沼气池内，沼气
液定期抽取用于养殖户林木、花卉、麦田追肥。
1.群众反映的“养鸡场无证经营”问题，付富彬
养鸡场存栏蛋鸡 8000只，根据《河南省畜牧局
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调整畜禽养殖场规模标
准的通知》（豫牧〔2017〕18号）文件精神，不属
于规模化养殖场，不在环保部门规模化养殖场
管理范围，该养鸡场 2016年 11月注册工商营
业执照，2017年 2月通过县畜牧局《动物防疫合
格证》年审，该养鸡场为持证经营。2.群众反映
的“占用基本农田”问题，经临颍县繁城镇国土
资源所调查，养鸡场占用土地是一般农业用地，
不属于基本农田，且建厂较早。3.群众反映的

“气味难闻，粪便乱倒”问题，由于养殖场内部管
理不规范、原有堆粪场地清除不干净、粪污密闭
运行差、内部环境脏乱、除臭除蝇不及时，出现
气味难闻现象。4.群众反映的“离居民区很近”
问题，该养鸡场距离村庄 500 米以外，且根据
《临颍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临颍县畜禽
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定方案的通知》（临政办
〔2016〕77号）规定，该养殖场不属于临颍划定
的禁养区、限养区范围。

处理及整改情况：依据调查情况，6 月 12
日，临颍县畜牧局动物卫生监督所向该养鸡场
下发了《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该养鸡场2日内
粪污池密闭加盖，并强化养殖场粪便晾晒场规范
措施落实，彻底清除露天堆放的鸡粪，并复耕临
时占地。该养鸡场接到责令整改通知后，立即展
开粪便清运，6月13日18时前已清运整治完毕，
并对临时堆粪场进行了复耕，完成粪污池加盖和
粪便晾晒场围挡封闭；养殖户承诺在今后的养殖
过程中，严格落实鸡粪入棚措施，鸡粪日产日清，
坚决做到不棚外堆积、不跨日堆积，维护好养殖
场环境，杜绝各类污染事故发生。

问责情况：无。
二十八、漯河市舞阳县 D410000201806090052
反映情况：漯河市舞阳县舞泉镇高庄化工

厂把化工废料堆在村内，污染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6月10日，接到中央环境保护
督察组交办的第 9批 D410000201806090052
号信访举报交办单后，按照监管责任权限划分，
漯河市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协调保障领
导小组办公室向舞阳县委、县政府下发督办通
知（漯环督整办〔2018〕18号）。舞阳县委、县政
府高度重视，按照“一案一组”的原则，立即成立
专案组，对举报问题进行全面调查，经调查，反
映情况属实。舞阳金地钙业有限公司院内存储
的脱盐石膏来源于河南金大地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制盐厂，根据河南金大地化工有限公司出具
的检验报告，该公司贮存的脱盐石膏含水分
1.53%、含氯化钠 0.76%、含碳酸钙 48.20%、含
氢氧化镁4.16%、含硫酸钙45.35%，主要用于石
膏类制品厂、砖厂、水泥厂等企业生产原料。
2016 年至今，因产品质量、债务纠纷、市场需

求、经营不善等多种原因，该公司濒临破产、外
债金额巨大，造成产品大量积存，目前院内尚贮
存脱盐石膏约 5万吨，地面全部硬化，采取了防
尘覆盖等措施。其间，县环保局每月两次对该
公司进行现场检查，舞泉镇政府按照网格化管
理要求不定时巡查，督促该公司认真落实防扬
尘措施。

处理及整改情况：6月 12日，舞阳县召开县
长办公会，制定了具体整改措施：1.对金地钙业
公司切实加大日常环境监管力度，县环保局每
月两次对该公司进行现场检查，舞泉镇按照网
格化管理要求，不定时巡查，督促该公司认真落
实各项环保措施；2.舞泉镇政府协助金地钙业
公司迅速制订脱盐石膏处置方案，利用一个月
时间，将脱盐石膏转移到具有规范“三防”措施
的场所存放；3.由于金地钙业公司与场地租赁
方存在债务纠纷，由专案组负责协调双方关系，
确保脱盐石膏顺利转移；4.在脱盐石膏清运期
间，由舞泉镇政府负责做好监督防范工作。按照
固体废物贮存标准，对堆体进行全覆盖，防止雨
水冲刷流失，在清运过程中落实抑尘措施，运输
车辆要密闭；5.专案组要加强全过程监督，确保
脱盐石膏转移按时完成，同时，根据工作需要，及
时抽调有关单位参与充实专案组工作，彻底解决
高庄村当前的环境保护、信访稳定等问题。

问责情况：无。
二十九、驻马店市上蔡县 D410000201806060052
第 六 批 受 理 件 （ 受 理 编 号

D410000201806060052）与第五批受理件（受
理编号 D410000201806060041）举报内容相
同，属于重复举报。

反映情况：驻马店市上蔡县和店乡后王村

村民主要反映和店乡政府建楼时将河道堵死，

污水排不出去，臭气熏天。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人员赴实地调查，群
众反映的四级河为和店街西头路北后王村一排
水沟，当地群众俗称四季河。和店镇政府所建
楼房位于和店街西段北侧四季河南岸，没有堵
塞河道。之前由于当地群众环保意识淡薄，加
之和店镇垃圾收集措施不完善，造成有部分居
民往四季河沟坡内倾倒垃圾，久而久之，导致四
季河坡道有垃圾堆放，但并不影响河道通畅。
为此，和店镇政府在 2018年 4月人居环境综合
整治工作中，对四季河内沟坡垃圾进行了集中
清理，在四季河南岸建文化墙100余米，并与河
南康盈环保清运有限公司签订协议，每天早晨5
点至 7点由该公司出动垃圾清运车，对和店街
所投放的45个垃圾桶内的垃圾进行清运，统一
运到县垃圾处理厂进行集中处理，基本上实现
了“村收集、乡运输、县处理”的垃圾处理模式。
现在的四季河水质没有明显异味，垃圾得到全
部清理，河道内长有水草，河道排水通畅。“四季
河内存有垃圾”为历史遗留问题，在中央环保督
察之前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已得到妥善
解决。经现场调查，群众反映的“排洪口堵住排
放不畅和四季河臭气熏天”问题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上蔡县政府责令和店镇
落实属地管理责任，一是进一步加强管理，禁止
居民向四季河内倾倒垃圾；二是建立健全环卫
保洁长效机制，对四季河和沿街丢弃垃圾及时
清理并投放至沿街垃圾桶内；三是严格监督河
南康盈环保清运有限公司按照协议内容对四季
河以及沿街收集到的垃圾进行清运，统一运到
县垃圾处理厂进行集中处理，确保不再出现向
四季河内倾倒垃圾现象。

问责情况：无。
三十、驻马店市上蔡县 X410000201806080017
反映情况：驻马店市上蔡县齐海乡集南村

委郑庄村东头建有几个碎石场，昼夜生产，噪声

很大，粉尘弥漫。村东头养鸡场的鸡因碎石场

噪声受到惊吓炸笼出现死亡现象，亏损严重。

调查核实情况：群众反映的“郑庄村东头建
有几个碎石场”实际只有一家碎石场，名称为上
蔡县隆泰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位于上蔡县
齐海乡齐海集南郑庄村东 500米路南，项目于
2018年 3月 7日取得环评批复并开始建设，5月
建成并投入试生产，主要从事石子加工。群众
反映的“养鸡场”位于该公司东北方向60米处，
建于 2008年，目前养殖蛋鸡 14500只，负责人
靳连义。（1）关于反映“驻马店市上蔡县齐海乡
集南村委郑庄村东头建有几个碎石场，昼夜生
产，噪声很大，粉尘弥漫”问题。该举报件与中
央环保督察组2018年 6月 5日第 4批举报受理
转办清单中“驻马店市上蔡县齐海乡郑庄村东
头，有一家碎石场粉碎石子时粉尘、噪音污染严
重”为同一个地点、同一个企业。上蔡县环保局
于2018年 6月 2日在对该公司的现场检查中发
现，该企业在试生产过程中采用湿法除尘，料堆
覆盖到位，但生产车间未完全封闭、厂界周围隔
音板没有全部围挡，上蔡县环保局于当日对该公
司下发了责令（限期）改正决定书。（2）关于反映

“村东头养鸡场的鸡因碎石场噪声受到惊吓炸笼
出现死亡现象，亏损严重”问题。经对养鸡场负
责人现场询问，养鸡场蛋鸡没有因受到噪声惊吓
出现死亡现象。反映问题与实际情况不符。

处理及整改情况：上蔡县环保局已责令上
蔡县隆泰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在 2018 年 6
月 14 日之前，完成对生产车间进一步整修密
闭、厂区周围安装隔音板。同时，要求该企业在
完成整改之前不准生产。目前，该企业在生产
厂房进料口处增设了喷淋装置、出料口处增设
了抑尘网，厂区周围隔音板基座已经完成，处于
停产整改之中。

问责情况：无。
三十一、许昌市魏都区 X410000201806060040
反映情况：许昌市静脉产业园垃圾焚烧项

目距离居民区不符合环保要求。

调查核实情况：许昌市静脉产业园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是政府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采用先
进生产工艺和污染防治措施，（下转第十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