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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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批）

（上接第七版）在其生产现场发现，物料输送带
底部未完全密封；搅拌楼计量层储料仓口粉尘
外溢，存在无组织排放现象等问题。该反映问
题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针对信和商砼公司存在
的问题，一是下发了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决
定书（郑环监改字〔2018〕065号），责令其立即
停止违法行为，并对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二
是要求其立即整改，抓紧完善污染防治设施，对
物料输送设备进行封闭，减少无组织排放；三是
该区将加大对该企业的日常监管力度，督促其
按要求整改到位，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污染物达标排放。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问责情况：无。
五十、巩义市 D410000201806090083(*)
反映情况：郑州市巩义市芝田镇八陵村，南

边有一家银杏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过程中产

生固体铝灰废物随意堆放、倾倒在八陵村附近。

调查核实情况：经现场检查，巩义市银兴铝
业有限公司使用天然气作为燃料，除一厂区二
车间东长期停产以外，其余各生产车间处于正
常生产状态;粉尘产生源点均安装有集气罩，经
高效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经查阅资料：2017
年 7月，该公司因倾倒固体废物违法行为，被河
南省环境监察总队立案处罚，处罚决定书文号：
豫环罚决字〔2017〕4号。

调查结论：该公司存在倾倒固体废物行为，
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无。
问责情况：无。
五十一、郑州市高新区 D410000201806050015
反映情况：郑州市高新区石佛办事处南流

村南路东头，有个卖菜籽的商店使用蜂窝煤球，

存放有大量的煤球。

调查核实情况：不属实。瑞丰路、宏兴街交
叉口向北约 100米围挡内原南流村拆迁废墟，
进门行驶约 300米再向西约 100米北侧道路尽
头有一个菜籽商店，为被举报菜籽商店，负责人
刘文洲，原南流村村民。经查，该菜籽商店位于
原南流村拆迁区域内，目前是一片废墟，刘文洲
原来在自家经营菜籽生意，2014年南流村拆迁
后，刘文洲在原自家菜地搭建临时住房、也就是
现在居住地继续经营菜籽生意。该地方是一个
小院，院内青砖垒的简易小三间房屋，有做饭厨
房、厨房内有液化气罐及灶具，其余两间为经营
菜籽货架和堆放货物及住宿房间，经检查各房
间及院内均未发现煤炉及蜂窝煤球。经询问刘
文洲，刘文洲声称没有存放蜂窝煤球，也未使用
煤球做饭。

处理及整改情况：高新区散煤办及高新区
石佛办事处工作人员现场对菜籽商店相关人员
宣传讲解了使用散煤的危害，以及散煤禁烧的
相关规定，刘文洲表示坚决支持大气污染防治
散煤燃烧有关规定，保证不使用燃煤。下一步，
高新区散煤办将进一步加大散煤治理督查工作
力度，要求各办事处和成员单位加大开展散煤
治理宣传和排查整治力度，在做好散煤燃烧日
常监管同时重点加强各村组网格拆迁区域的督
导检查，确保散煤整治彻底到位。

问责情况：无。
五十二、郑州市高新区 D410000201806050114/

D410000201806050115/D410000201806050116/
D410000201806050123/D410000201806050125/
D410000201806050128/D410000201806060012/
D410000201806060015/D410000201806060044/
D410000201806040109

反映情况：1.高新区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

品研究院，生产过程中排放废气，排放含铅的固

体废物。2.郑州市高新区郑州拓洋实业有限公

司，夜间生产过程中排放酸性废气。3.中石化

润滑油厂存在环评作假，安全距离不够。

调查核实情况：
问题1：高新区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研究

院，生产过程中排放废气，排放含铅的固体废物。
一、基本情况
（一）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研究院有限公

司位于化工路 26号，占地 128亩，主要产品为
钢丝弹簧及钢丝绳，该公司 1万吨/年弹簧钢丝
和不锈钢丝中试生产搬迁项目环评于2005年 4
月办理（2005-100 号）；于 2007 年 12 月 10 日
通过验收（郑高开建环验﹝2007﹞045号）；2015
年 9月，厂区内酸雾净化塔经批准停运（郑开环
许准字﹝2015﹞第3号）。

二、现场调查情况
6月 7日下午，高新区环保局朱本鹏、吴耀

辉等工作人员赶到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研究
院有限公司进行现场调查，省、市环保督查组也
到现场进行了查看。该公司生产正常，部分生
产工艺已淘汰并停止运行。

经现场调查，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研究
院有限公司已建成运行多年，目前公司生产过
程中酸洗及涉铅工艺已全面淘汰并停止运行，
其酸洗车间及酸洗处理设施已于 2015年停止
运行并拆除完毕，酸雾净化塔于2015年停止运
行，目前已不具备再次运行条件；涉铅工艺全面
淘汰停运，经现场查勘，未发现涉铅生产工艺及
设施，因此不存在含铅固废；目前，公司运行过
程中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主要是油淬火产生的油
烟，水污染物主要为员工生活污水，固体废物主
要为废润滑油桶、废机油桶等危险废物及产品
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边角废料及生活垃圾等。

依据该公司 2018 年 3月份污染源检测报
告显示，车间有组织污染物油烟经车间内集气
装置收集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能够达标排放；
无组织污染物颗粒物、非甲烷总烃等均能达到
相关标准要求，厂界噪声均能达到相关标准要
求；厂区固体废物均得到妥善处置。

据此，该问题反映不属实。
问题2：郑州市高新区郑州拓洋实业有限公

司，夜间生产过程中排放酸性废气。
一、基本情况
郑 州 拓 洋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年 产 10000 吨

D-VC 项目和 5000 吨 VC 项目位于郑州高新
区化工路30号（原中原制药厂院内），占地面积
约 1000亩，产品主要用于食品添加剂，原料主
要为玉米淀粉等，主要生产工艺为发酵-精制-
烘干包装。2010年 7月，该公司年产 10000吨
D-VC 项目和 5000 吨 VC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意见通过了河南省环保厅审批（郑环评验﹝
2010﹞47号）；2017年 9月，该公司对厂区内两
台 75蒸吨/小时的燃煤锅炉实行了超低排放标
准的改造，并于 2017年 9月通过了郑州市环境

保护局组织的现场核查；烟气自动监控设施与
郑州市环境保护局联网，污染物能够达标排放。

二、现场调查情况
6月 7日下午，高新区环保局朱本鹏、吴耀

辉等工作人员赶到郑州拓洋实业有限公司进行
现场调查，省、市环保督查组也到现场进行了查
看。该公司生产正常，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稳定，
污染物能够达标排放。

郑州拓洋实业有限公司（现中原制药厂院
内）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污染物主要是燃煤
锅炉排放的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以及污
水处理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无组织气味。

该公司燃煤锅炉在 2017 年 9月完成了超
低排放改造，经环保部门核查后投入运行，改造
后锅炉烟气排放达到了超低排放标准（烟尘≤
10mg/m3、SO2≤35mg/m3、NOx≤50mg/m3），
烟气排放安装有在线监测设施，并与郑州市环
保局监控平台联网。该公司污水处理系统运行
过程中会产生含有硫化氢等成分的无组织异味气
体。为改善周边环境和减少无组织排放，目前该
公司已将调节池、IC罐、污泥池、曝气池和污泥棚
等运行设施进行了封闭、收集，采用碱液洗涤处
理。经第三方监测机构现场监测，主要污染因子
硫化氢能够达标排放。

经查看，异味气体能够达标排放，对周边环
境影响轻微，该问题反映不属实。

问题3：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郑州分公
司（以下简称“润滑油公司”）年产 10万吨润滑
油、5万吨防冻液搬迁扩能项目（以下简称“润滑
油项目”），位于高新区化工路南、碧桃路东、站
北路北，用地性质为二类工业用地，用地面积为
96.312亩。该项目主要从事润滑油和防冻液的
生产和储运。

润滑油主要生产工艺是将基础油、添加剂
经混合分装后外售，混合过程不发生化学变
化。防冻液的主要生产工艺是将软化水、乙二
醇、少量的有机或无机盐类等添加剂进行混合
分装，混合过程不发生化学变化。

该项目于2014年10月立项；2014年11月，
润滑油公司委托河南鑫安利安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对项目进行安全预评价工作，2015年3月专
家组对预评价报告进行评审，2015年4月完成项
目安全预评价报告并取得批复；2014年 11月，
润滑油公司委托安徽省四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开展环评工作，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2015年 5
月召开专家技术评审会，专家组认为报告表关于
本项目建设的环境可行性结论可信，2015年6月
完成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并取得市级环保部门批
复（郑环审〔2015〕362号）；2017年12月，该项目
用地挂牌公示，2018年2月完成土地摘牌。

（一）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1.项目用地问题
根据《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豫环文
〔2015〕33号)中工业项目分类清单，无化学反应
过程的专用化学品制造，属于二类工业项目中的石
化化工大类，用地为二类工业用地，符合相关规划。

2.环评编制有关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

十六条“国家根据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程度,
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实行分类管理。可

能造成轻度环境影响的，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
表，对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或者专项评价”，
该项目属于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范围。

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
2017），经对该项目生产工艺、原材料及产成品
分析，其生产过程仅为原材料的混合，不涉及原
油提炼工艺，不发生化学变化，故环评报告将此
项目行业确定为C266专用化学品制造。

根 据《石 油 化 工 企 业 卫 生 防 护 距 离》
（SH3039-1999）第 2.1.0条规定“石油化工装置
(设施)与居住区之间的卫生防护距离，应按表
2.0.1确定，本表未列出的装置 (设施) 与居住区
之间的卫生防护距离一般不应小于150米，当小
于150米时应根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结论确定”，
本项目未列入表2.0.1中，因此卫生防护距离确定
为150米。在卫生防护距离内无环境敏感点，高
新区实验小学、祝福红城、兰寨新城等敏感目标均
位于本项目卫生防护距离150米范围之外。

3.环评单位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

十九条“接受委托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提供
技术服务的机构,应当经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考核审查合格后，颁发资质证书，按照资
质证书规定的等级和评价范围,从事环境影响评
价服务,并对评价结论负责。为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提供技术服务的机构的资质条件和管理
办法，由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第
二十条“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或者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由具有相应环境影响
评价资质的机构编制”，该项目委托的安徽四维
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取得环境保护部颁发的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证书，证书编号为国环评
乙字第2130号,有效期至2018年 6月 30日，评
价范围包括一般环境影响报告表。

（二）安全评估工作
依据《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润滑油

及防冻液不在危险化学品目录内，不属于危险
化学品。该项目工艺属常温常压下的物理调和
过程，无化学反应。

根据《建设项目安全实施“三同时”监督管
理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 36号）的要求，润
滑油公司于2014年 11月至 2015年 4月期间委
托具有安全评价甲级资质的河南鑫安利安全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对润滑油项目进行了安全预评
价,2015年 3月 28日该预评价报告（报审版）经
专家评审，评审意见为“《预评价报告》符合国
家、行业、地方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
求”，“同意通过该《预评价报告评审》”；2015年
4月出具了该安全预评价报告（备案版）。

润滑油产品及其原材料均为高沸点、高分子
量混合物，其开口闪点均在200摄氏度以上，燃
点在230摄氏度以上，属于黏度高、闪点高、不易
挥发的液体，不属于易燃品。在《建筑设计防火
规范》（GB50016-2014）火灾危险分类中属于
丙类（闪点不小于60摄氏度的液体），在《石油化
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50160-2008）火灾
危险分类中属于丙B类（闪点>120摄氏度），均
属于火灾危险性较低类别。

依据 GB50160-2008《石油化工企业设计
防火规范》第4.1.9条的要求，存储上述物质的储
罐组或装置与相邻居民区、公共福利设施和村庄

的防火距离应为75米。经测量，相邻的中钢集
团郑州金属制品研究院、河南润众二手车展厅、
中央储备粮郑州直属库等单位，与本项目距离均
符合相关要求。储罐组或装置与相邻居民区、公
共福利设施和村庄的防火距离符合相关要求。

（三）控规编制工作
根据高新区规划局目前初步调查和论证结

果，高新区化工路南、云杉路东区域用地于2008
年 12月经省政府批准征收（豫政土〔2008〕393
号），随后国土部门开展了该区域的土地征收工
作，依据当时执行的《郑州市市区总体规划
(1995-2010)》,该区域规划为仓储用地。2010
年，在《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中，
该区域未在控制区范围内，未做强制性要求，其
用地性质允许通过其他层级城乡规划做出安
排。在郑州市总规划中该区域规划有220KV高
压走廊，在现有架空高压线完成入地改造后，为
进一步贯彻落实集约节约用地精神，在该区域的
控制性详细规划中明确为二类工业用地，在化工
路南侧绿化带中预留高压走廊通道。

处理及整改情况：2018年3月，《中国石化润
滑油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工业及配套设施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批前公示》在相关网站公示后，
周边群众对该项目建设表示较大关切，引起高新
区管委会高度重视，随即组织相关单位开展全面
调查，调查期间暂停该项目一切手续办理。

下一步，高新区有关部门将会同上级业务
部门和专业机构，继续对群众关切的相关问题
进行深入调查，及时向群众进行回复，做好沟通
协调工作。

问责情况：无。
五十三、郑州市高新区 D410000201806030044
反映情况：郑州市高新区化工路碧桃路要建

中石化公司，严重影响学校学生和小区居民安全。

系重复举报，公示结果同河南日报第 9 批

第 59项。

五十四、洛阳市吉利区 D410000201806100105
反映情况：洛阳市吉利区环保局去年在康

乐新村小区楼顶装油烟净化器至今未使用，堵

塞小区住户烟道，住户家的油烟排不出去。

调查核实情况：2017年 9月，为改善大气环
境质量，减少居民餐饮油烟排放对大气环境的
影响，按照市攻坚办要求，吉利区决定在部分小
区居民楼开展居民油烟净化器安装试点工作。
案件投诉的康乐新村小区不在推广试点范围
内，未安装油烟净化器。但经工作人员排查，隔
壁的康乐花园（安居）小区1、2、3、4号居民楼安
装了油烟净化器，净化器安装到位后进行了为
期两个月的试运行。因试运行期间有群众反映
油烟净化器存在振动问题，康乐街道办事处经
与区攻坚办和环保部门沟通后，暂停使用了居
民楼顶油烟净化器。在油烟净化器暂停运行改
善工艺期间，因个别楼栋油烟净化器管道弯曲
设计的原因，部分住户出现过油烟排放不通畅
现象。举报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目前，洛阳市吉利区已对康
乐花园（安居）小区内的28台油烟净化器进行了
设备改进，现已全面正常运行。下一步，将责成小
区所在办事处加强对油烟净化器的巡查维护，发
现问题立即解决，确保油烟净化设施的正常运行。

问责情况：无。③8

第一条 为了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
保障公路完好、安全和畅通，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
输条例》《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
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货物
运输（以下简称货运）车辆超限超载的治理活动。

本条例所称超限，是指货运车辆的车货外廓
尺寸、轴荷、总质量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或者公路
交通标志标明的限载、限高、限宽、限长标准。

本条例所称超载，是指货运车辆载物超过核
定载质量。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
政区域内治理货运车辆超限超载工作的领导，将
治理货运车辆超限超载工作纳入年度工作目标考
核体系，建立健全政府主导的联席会议制度和联
合执法机制，实行目标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并将
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设治理货
运车辆超限超载信息平台和技术监控网络，并纳
入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统一网络，运用科技手段，
提升治理水平。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和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理货运车辆
超限超载工作，其所属的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
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具体负
责本行政区域内治理货运车辆超限超载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
化、市场监督管理、自然资源、水利、应急管理等有
关职能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职责分工，
做好治理货运车辆超限超载有关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支持并协
助有关职能部门做好本辖区内的治理货运车辆超
限超载工作。

第六条 企业生产、销售的货运车辆外廓尺
寸、轴荷、质量限值等应当符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
术标准，其车辆技术数据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和设
计规范标定。不得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安全技
术标准和技术数据要求的货运车辆。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改变货运车辆的
外廓尺寸和主要承载构件。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等不得为不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和非法改装的

货运车辆办理登记、发放证照和
年检合格证明。

第七条 从事煤炭、钢材、
水泥、砂石等货物装载的集散
地以及货运站（场）的经营者
（以下统称货运源头单位）应当
遵守下列规定：（一）明确装载、
计量、放行等有关从业人员职
责，建立并落实责任追究制度；（二）配置符合国
家标准的货运计量和监控设备；（三）对货运车
辆的行驶证、车辆营运证和驾驶人从业资格证
等基本信息进行登记；（四）为货运车辆如实计
重、开票、出具装载证明；（五）建立货运车辆装
载登记、统计制度和档案；（六）接受执法人员的
监督检查，如实提供相关资料。

第八条 货运源头单位不得为无号牌或者无
车辆行驶证、车辆营运证的货运车辆装载货物；不
得超过规定标准装载货物；不得放行超限超载货
运车辆。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交通运
输、公安、自然资源、市场监督管理等有关职能部
门，对本行政区域内货运源头单位进行监督检查
和管理。

第十条 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应当采取固
定检测、流动检测、技术监控等方式对货运车辆进
行超限超载检测。超限超载检测设备应当依法定
期进行检定。未经检定或者检定不合格的检测设
备，其检测数据不得作为执法依据。

第十一条 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按照统
一规划、合理布局、总量控制、适时调整的原则，提
出公路超限超载检测站设置方案，征求省公安机
关意见，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超限超载检
测站应当实行交通运输执法人员和公安交通警察
驻站联合执法，并设置站前导流、安全设施，配备
必要的交通工具和检测、装卸、通讯设备。

第十二条 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和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在高速公路出入口、停车区、
服务区以及普通公路超限超载运输行为多发路
段，对货运车辆开展流动检测。

第十三条 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根据需
要，在货运主通道、重要桥梁入口以及货运流量较
大的路段和节点，设置车辆检测等技术监控设备，
依法查处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行为。

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有权查阅和调取公

路收费站货运车辆称重数据、照片、视频监控等有
关资料，经确认后可以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

第十四条 禁止超限超载货运车辆在公路上
行驶。载运不可解体物品的超限超载货运车辆确
需在公路上行驶的，货运经营者应当依法取得并
随车携带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按照指定的时间、
路线、速度行驶，并悬挂明显标志。

第十五条 经检测认定的超限超载货运车
辆，载运可解体物品的，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或
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扣留车辆并责令承
运人自行卸载、分装；拒不卸载、分装的，可以代为
卸载、分装，所需费用由承运人承担。

未经许可超限超载运输不可解体物品的，交
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可以扣留车辆，并告知承运人到有关部门申请办
理公路超限运输许可手续。

第十六条 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和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对货运车辆进行超限超载检测，
不得收取检测费用；对依法扣留的超限超载货运
车辆，不得收取停车费用。

第十七条 货运车辆驾驶人应当按照指示标
志或者执法人员的指挥驶入指定的区域接受超限
超载检测。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故意堵塞超限超载检
测站点通行车道、强行通过超限超载检测站点或
者以其他方式扰乱超限超载检测秩序；不得采取
短途驳载、安装影响检测装置等方式逃避检测。

第十八条 新建高速公路的建设管理单位应
当在高速公路入口设置超限超载检测设备、劝返车
道和卸货场。已建高速公路的经营者应当对高
速公路入口进行改造，加装超限超载检测设备。

高速公路经营者不得放行超限超载货运车
辆驶入高速公路，应当对超限超载货运车辆实施
劝返。超限超载货运车辆故意堵塞收费站、扰乱
交通秩序的，高速公路经营者应当及时报告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者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

依法进行处理。
第十九条 交通运输综合

执法机构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应当实行公路超限超载货
运车辆信息系统信息共享，并
将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行为记录
向社会公布。

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应
当将货运车辆、货运车辆驾驶人、道路运输企业、
货运源头单位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行为纳入国家信
用管理体系，实施联合惩戒。

第二十条 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和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发现应当由其他职
能部门处理的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抄告其他职
能部门。相关部门应当依法查处，并向抄告部门
反馈处理结果。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举报生
产、销售不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和技术数据要
求或者非法改装货运车辆、货运源头单位非法装
载、货运车辆超限超载和执法人员滥用职权等违
法行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等有关职
能部门应当公布举报电话、电子信箱等。接到举
报的部门应当按照职责权限，在规定期限内调查
处理，向举报人反馈，并为其保密；对查证属实的，
应当给予举报人奖励。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超
限超载治理工作的监督检查，对严重超限超载或
者因超限超载造成严重后果的货运车辆进行责任
倒查。倒查中涉及货运车辆生产、销售或者改装
企业、货运源头单位、车辆所有人责任的，由有关监
督管理部门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处罚；涉及
有关监督管理部门工作人员责任的，由所在单位或
者监察机关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六条第一款规定
的，由工业和信息化、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依法处
罚。违反本条例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由交通
运输综合执法机构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责令拆解，并依法予以罚款。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规定情形之
一的，由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规定情形之
一的，由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处一万

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

由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责令消除违法行为，并依法处罚。

因超限超载运输造成公路桥梁损坏的，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
定，故意堵塞超限超载检测站点通行车道、强行
通过超限超载检测站点或者以其他方式扰乱超
限超载检测秩序的，由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强
制拖离或者扣留车辆，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
下罚款；采取短途驳载、安装影响检测装置等方式
逃避检测的，由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
并处一万元罚款。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三款规
定，高速公路经营者放行超限超载货运车辆驶入
高速公路的，由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没收放行
车辆的全部通行费，并按照每辆次处二千元罚款。

第二十九条 货运车辆一年内违法超限超载
运输超过三次的，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吊销该车
辆的车辆营运证。货运车辆驾驶人一年内违法超
限超载运输超过三次的，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
令其停止从事营业性运输。

道路运输企业一年内违法超限超载运输的
货运车辆超过本单位货运车辆总数百分之十
的，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停业整顿；超过百
分之三十的，依法吊销其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并向社会公告。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治理货运车辆
超限超载的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一）对非法生产、改装、销售货运车辆的行为不
依法查处的；（二）对不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和非
法改装的货运车辆予以登记、发放证照或者年检
合格证明的；（三）对货运源头单位违法超限超载运
输行为不依法查处的；（四）违规处罚、放行超限超
载货运车辆或者违规办理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
的；（五）接到货运车辆超限超载或者执法人员违法
行为的投诉、举报，未及时组织核查并依法处理的；
（六）对有关部门抄告的信息不及时依法查处的；
（七）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八）其他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和玩忽职守的行为。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自 2018年 9月 1日起
施行。

河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
《河南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已经河南省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2018年 6月 1日审

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8年9月 1日起施行。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8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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