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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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批）

一、洛阳市偃师市 D410000201806110003
反映情况：郑州市巩义市与洛阳市偃师市

交界老偃登路，沿线有十几家铝石窑厂烧煤、铝

矾土冒黑烟。巩义环保热线和偃师环保热线都

说不归自己管辖，并且巩义环保热线泄露举报

人的信息。

调查核实情况：偃师境内共有从事铝矾土
烧制的耐火材料厂 6家，其中办理环保审批手
续铝矾土烧制耐火材料厂 3家，使用燃煤烧制
的铝矾土土坚窑企业 3家已取缔。通过环保审
批的有 3家，分别是偃师市府店镇建涛耐火材
料厂、偃师市府店镇西江耐火材料厂、偃师市双
王耐火材料厂。3家企业均采用天然气作为生
产燃料，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主要污染物为粉尘，
配套建有袋式除尘器。检查时 3家通过审批企
业两家停产，仅双王耐火材料厂处于生产状态，
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正常，未发现环境违法行
为。已取缔的 3家未发现有反弹现象。举报不
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偃师市府店镇政府和该
市环保部门加强环境监管力度，对 3家已取缔
企业不定期、不定时进行巡查，防止其反弹；对3
家合法生产的铝矾土耐火材料厂加强监管，防
止其违法生产，避免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

问责情况：无。
二、洛阳市西工区 D410000201806090061
反映情况：洛阳市西工区红山乡下沟村汉

宫路与经六路洛阳舰特重机有限公司，生产过

程排放难闻气味，噪声扰民。

调查核实情况：投诉人反映的洛阳舰特重
机有限公司，企业环保手续齐全。经现场核实，
该厂白天正常生产，夜间不生产。生产工艺仅
是简单机械加工，不涉及热处理、喷漆等产生废
气的工艺。生产车间是全封闭式车间，车床、钻
床等设备使用低噪声设备。现场检查污染防治
设施运行正常，未发现难闻气味、噪声扰民现
象。洛阳市环保局西工环保分局委托洛阳市环
境监测站对该厂厂界的废气和噪声进行了监
测，监测结果显示均能达标排放。举报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西工区将加大对该公司
的监管力度，严查工业企业污染防治设施运行
情况和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发现环境违法行
为依法处理。

问责情况：无。
三、洛阳市新安县 D410000201806090014
反映情况：洛阳市新安县运管所职工贾家

在石井镇蝎子山毁坏六七十亩天然林挖矿。

调查核实情况：贾佳（转办单上名字是贾
家）2001年 12月到运管所工作至今。根据县纪
委和县交通运输局的调查报告显示，没有发现
县运管所职工贾佳参与毁林挖矿。经调查，毁
林挖矿的当事人为弓涛，施工占地面积 3.5亩，
与投诉人反映的毁林面积六七十亩不符。2017
年 7月，县国土资源局依法对当事人弓涛实施
行政处罚 1万元，并责令停止开采，复垦绿化。
2018年 3月底，该区域已完成复垦绿化。举报
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责成石井镇人民政府，县
国土局、林业局等职能部门加强日常巡查，利用

“国土卫士”高科技手段，实施 24小时监控，杜
绝此类违法行为再次发生。

问责情况：无。
四、洛阳市汝阳县 D410000201806130074/

D410000201806130017
反映情况：洛阳市汝阳县城关镇滨河景苑小

区东边，格林豪泰酒店油烟直排，影响居民生活。

调查核实情况：汝阳县格林豪泰酒店位于
汝阳县杜鹃大道与古严南路交叉口西南角，东
临古严南路、西邻滨河景苑，2018年4月18日开
始试营业，酒店操作间与滨河景苑 11 号楼毗
邻。酒店安装了LH-JD-4静电式饮食业油烟
净化器，操作间除了油烟排放口及进屋门口外，
周围全部用铁皮封闭，灶台上方安装有收集油烟
的集烟罩，集烟罩通过烟囱与墙外油烟净化器、
抽风机相连，实现了“一键双控”。县城市管理执
法人员多次到现场例行检查，油烟净化设施均运
转正常，未发现有直排现象。为进一步核实酒店
油烟直排污染环境问题，工作人员对该酒店相邻
的滨河景苑11号楼进行了入户调查，在日常生
活中未闻到油烟异味。举报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要求酒店加强对油烟排
污设施的日常维护，注意搞好与周边居民的邻
里关系。相关部门要从细微之处入手，进一步
加强督导督查，确保治污工作真正落到实处，给
居民创造良好的生活居住环境。

问责情况：无。
五、洛阳市嵩县 X410000201806090027
反映情况：来信反映：洛阳市嵩县德亭乡庄

科村党支部书记武松伟在德亭乡一公里外，属

于赵元村辖区的老王沟用剧毒药剂洗坡，即使

用大量剧毒药品氰化钠提炼黄金，对环境危害

巨大，对人畜树木花草造成极大影响。

调查核实情况：举报反映的德亭乡实为嵩
县德亭镇。老王沟位于赵元村村北侧（东经
111°54′；北纬34°10′），为自然山沟，沟内
无人居住，沟深 4 千米左右，距德亭镇约 1 公
里。嵩县调查组对老王沟彻底排查，沟内没有
发现洗坡现象。经调查核实，证实德亭镇庄科
村党支部书记武松伟没有在老王沟用剧毒药剂
洗坡和使用氰化钠提炼黄金，老王沟内也未发
现有洗坡场点和剧毒物品，沟体水未检出氰化
物，走访当地群众没有人畜受到影响，沟内森林
资源未发现因使用剧毒药品氰化钠造成树木花
草死亡现象。举报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县国土、林业、环保、公安
依据部门职责，加大日常监管力度；德亭镇政府
落实好属地监管职责，建立长效监管机制，确保
不发生洗坡等违法行为。同时，举一反三，形成
合力，加强对非法选金行为的打击力度。

问责情况：无。
六、洛阳市西工区 D410000201806120054

反映情况：6 月 9 日洛阳日报公示的内容不

实，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办事处张岭社区养殖场

是 2014 年开始的，并且是租赁别人的地进行养

殖的。2017 年 6 月 6 日协调会议明确规定养殖

场要在 9 月 7 日搬走并给诉求人拿安置费，实际

上并未解决。2018 年 3 月 13 日协调会议说两个

月后把牛场搬出，但是一直未搬出。现在养牛

场围墙还未拆除，地还保留着，污染物还未清理

完。希望工作组在销案之前能跟诉求人联系。

调查核实情况：据调查，被投诉人张百斌，
系西工区红山办事处张岭社区 6 组奶牛散养
户，于 2012年开始在张岭社区进行养殖，原养
殖场面积约 300平方米，奶牛存栏 16头，养殖
废弃物定期清理，无污染防治措施。6月 9日洛
阳日报公示的内容为西工区为解决张百斌养殖
场问题所进行的实际工作，不存在不属实内
容。2017年由于天气和场地问题，新养殖场并
未如期建成，但因延期而造成的安置费目前已
支付给诉求人。举报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红山办事处组织相关人
员于 6月 10日对张百斌养牛场存栏的 16头牛
进行了迁移，6月 11日对养牛场进行了拆除，并
对养牛场地进行了硬化，对周边遗留的污染物
进行了清理，并对原养牛场地进行了病媒生物
药物消杀工作。

问责情况：无。
七、洛阳市西工区 X410000201806110013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洛阳市热力七一

路供热站，目前有一台锅炉启动运行，但该供热

锅炉烟气脱硫脱硝除尘设施原本是由第三方负

责运行的，但现场并没有第三方运营公司人员

负责脱硫脱硝设施的运行，脱硫脱硝设备也没

有正常运行，脱硫脱硝药剂没有正常投入。

调查核实情况：洛阳热力有限公司七一路
供热中心主要承担城市部分集中供热。2018
年 5月 10日与洛阳大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
运维合同，具体负责供热中心脱硫脱硝设施的
运营和管理。经洛阳市环保局西工环保分局多
次现场检查，设施均处于正常运行状态，锅炉废
气在线自动监控数据显示废气达标排放。举报
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下一步，西工区将加大对
企业的监管力度，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和污染物达标排放，发现环境违法问题依法查
处。

问责情况：无。
八、洛阳市汝阳县 X410000201806060046
反映情况：洛阳市汝阳县华氏沙石有限公

司负责人华鹏鹏、华向阳持有的采砂许可证没

有加盖钢印、公章，系伪造。从 2013年至今以盈

利为目的，在斜纹村河道上游小白跨河桥，至下

游汝阳县与嵩县交界处，动用大型铲车、挖机、

汽车、砂船在河道里挖出 2 米多深的坑达数百

处，严重破坏生态资源。多次向有关部门举报

没有得到解决。希望依法追究华鹏鹏与汝阳县

水利局、政法委、纪委、检察院的法律责任。

调查核实情况：接举报后汝阳县立即组织
相关部门对企业展开调查，经汝阳县水利局核实
采砂许可证未造假，企业停产后未按要求对采砂
坑恢复到位，存在安全隐患。举报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县水利部门将加大对河
道采砂的巡查力度，已组织机械设备平复砂坑，
恢复生态，彻底消除安全隐患。

问责情况：对负有监管责任的县水利局河
道管理所所长曹胜利和十八盘乡环保工作负责
人何跃波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九、洛阳市汝阳县 D410000201806120069
反映情况：洛阳市汝阳县蔡店乡老庄村，1.

有一家石子厂占地 40 多亩，无证经营，目前没

有生产，但是机器设备未拆除，投诉人希望尽快

拆除设备恢复耕地。2.村支书邓虎政强占投诉

人的葡萄树骗取国家补助金。

调查核实情况：举报人反映的石子厂位于
汝阳县蔡店乡老庄村郭木线南，2016年 3月开
始非法盗采玄武岩矿加工石子。经实地测量，非
法盗采面积10.77亩，非法开采玄武岩矿71218
吨；堆放料场占地面积10.49亩。2016年 6月汝
阳县国土部门已依法立案查处，2017年6月停产
至今。经调查蔡店乡财政所账目，未发现邓虎政
领取过任何补贴。举报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剩余机器设备于2018年
6月 12日 18时全部拆除到位，并将占用土地复
垦到位，已具备种植条件。下一步，相关执法人
员将该区域作为重点巡查对象，一经发现有盗
采、非法加工石料行为将严厉打击。

问责情况：给予蔡店乡分管土地人大主席
王冠武同志和县国土资源局副局长郭建敏同志
诫勉谈话；给予蔡店乡老庄村党支部书记邓虎
政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十、洛阳市偃师市 D410000201806130035/
D410000201806130031

反映情况：洛阳市偃师市 310 国道岳滩镇

有个正华开关厂，老板叫贾正伟，该厂夜间炉子

冒黑烟气味难闻。在该厂隔壁另一家无名厂，

这两个厂用的都是正华开关厂的营业执照，同

一个老板，每次检查该厂老板就将执法人员领

到该厂区。

调查核实情况：偃师市立即于6月13日夜、
6月 14日白天组织相关部门对该厂两个厂区进
行了实地检查，检查时该厂未生产，未发现“冒
黑烟”问题，但有生产迹象。同时走访了该厂周
围群众，也无人反映有此问题。企业注塑、喷塑
等生产工艺中会产生部分废气，达标排放，但会
有一定异味。举报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责令偃师市正华摩托车
配件厂抓紧完善环保手续，在未取得环保手续
之前禁止生产。偃师市环保局对企业违法行为
立案查处，目前正在履行相关程序。

问责情况：给予岳滩镇副镇长郭新波诫勉
谈话；给予岳滩镇环保所所长吴建军党内警告
处分；给予偃师市环境监察二中队副队长朱峰

（主持工作）诫勉谈话；给予岳滩镇东庄村村委
主任石高峰党内警告处分。

十一、洛阳市偃师市 D410000201806120053
反映情况：洛阳市偃师市城关镇服装厂有

环评手续，但是城关镇、村领导让厂里停产，问

有没有相关规定。

调查核实情况：偃师市原城关镇（现槐新街
道、伊洛街道）有环保手续的服装厂有两家，分
别是：洛阳炫舞服饰有限公司、偃师市跃争服装
厂。由于原材料和招工等原因，洛阳炫舞服饰
有限公司停产，现改为天魅服饰电商仓库；偃师
市跃争服装厂由于市场形势原因停产关闭，原
址企业已不存在。

现场核查，槐新街道办事处、伊洛街道办事
处、槐庙村、高庄社区未对两家企业下达过停产
通知。举报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无。
问责情况：无。
十二、开封市祥符区 D410000201806130015
反映情况：开封市祥符区陈留镇东街村二

组，村支书强占投诉人 2亩多可耕地盖房。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
实。接件后，陈留镇党委、政府和祥符区国土局
立即对现场进行实地调查，该处建设的是开封
市祥符区家旺农作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该合作社为东街村二组村民杨欢欢于
2017年 3月至 8月间，与二组王广华、霍春玲、
李文祥、张文超、张文军、张建杰、段文明、李云
莲 8户村民自愿签订为期 20年的租地合同后，
经国土资源部门批准予以备案后，于 2018年 4
月底开始动工建设。该处土地符合农业内部结
构调整用地条件，祥符区国土局已办理农业内
部结构调整用地备案手续，批准该地块为规范
化粮食生产配套设施用地，土地合法有效，不存
在违法占地行为。经祥符区环保局现场验证
后，该地块没有发现任何污染源，没有发现预备
建设污染企业的任何证据和痕迹，现场显示均
是用于农业合作社的基本建设内容。

调查组通过对村支书蒋德军本人质询，查验
租地合同，以及与租地雇主沟通了解后发现，该
合作社负责人杨欢欢与农户是在自愿的基础上
达成土地流转协议的，属群众自发行为，没有证
据证明村支书蒋德军存在强占土地的行为，也没
有证据证明村支书存在参与农业合作社的行为。

处理及整改情况：无。
问责情况：无。
十三、开封市尉氏县 D410000201806120071
反映情况：开封市尉氏县人民路东段 168

号尉氏纺织公司，生产过程中粉尘、噪音大。西

边厂房距离居民区、幼儿园过近，污染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
实，系群众身边问题。举报人所反映的尉氏纺
织公司实为尉氏纺织有限公司，位于尉氏县人
民路东段168号，法人代表李幼垠。

2018年 6月 13日，尉氏县环保局组织执法
人员对尉氏纺织有限公司进行现场调查。该公
司在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粉尘由配套建设的 2
台复合圆笼除尘设备处理后进行收集打包入
库，车间内的含尘废气通过地下风道引入空调
房，经水喷淋净化后引入车间循环利用，用于车
间加湿、降温。该公司在厂房四周墙壁和房顶
加装了隔音棉，配套安装有新型低噪音风机，生
产车间风机排风窗外建设有隔音降噪室。

该公司西侧确实离居民区和一家幼儿园
距离较近，西侧幼儿园为圣菲城幼儿园，该幼
儿园负责人于 2016年 1月租用该公司西侧的
居民用房从事幼儿教育活动，也存在离该公司
西边厂房距离较近的问题。由于考虑到离居
民区距离较近的问题，该公司早在 2008 年就
已经将距离居民区较近的西侧生产车间内的
生产设备进行了搬迁，腾空后做为原料库房使
用。2016 年 11月，在西侧居民楼和幼儿园存
在的情况下，尉氏纺织有限公司做了现状评估
报告，评估结论显示该公司粉尘和噪声对周边
环境影响很小。

6月 14日，尉氏县环保局又委托河南四源
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该公司厂界细颗粒物和噪
声进行监测，监测结果显示均不超标。

处理及整改情况：经过委托检测，该公司废
气、噪声均不超标。为了进一步减少对周围环
境的影响，2018年 6月 17日，尉氏县环境监察
大队向该公司下达了《环境监察通知》要求其进
一步提标改造，最大限度采取切实可行的降噪
措施。

问责情况：无。
十四、开封市尉氏县 D410000201806130029（*）
反映情况：开封市尉氏县蔡庄镇西庵头村

东边路北，有一个无名厂利用废旧轮胎熬炼柴

油，废气、废水直排厂区废井里，污染地下水，望

尽快查处。

调查核实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
实，系群众身边问题。

举报人所称的西庵头村实为西安头村，无
名厂实为蔡庄镇西安头杨建伟小炼油厂，位于
蔡庄镇西安头村东边路北，负责人为杨建伟。

2018年 6月 13日，尉氏县环保局执法人员
对该厂进行现场调查，调查中发现杨建伟于 5
月 15日租用了西安头村村民杨文玉的现有厂
房，6月 10日该厂在没有办理任何环保手续的
情况下私自安装设备。调查时该厂正在焊接自
制炼油炉，其中一个已焊接完成尚未安装。该
厂没有投入生产，不存在废气、废水直排情况。
经执法人员对该厂厂区内外进行勘察，没有发
现有废井，也未发现有自建用水井。

处理及整改情况：6月15日尉氏县蔡庄镇人
民政府已组织人员和机械将杨建伟小炼油厂生产
设备全部清理到位、对堆放原料全部清除到位。

问责情况：根据《开封市 2017-2018 年秋
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量化问责奖励
规定》和《尉氏县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
任追究暂行规定》，中共蔡庄镇委员会决定给予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侯占高行政警告处分，对蔡
庄镇西安头村环境监管网格长村支书杨东立、
村主任张志恩降职使用处理。尉氏县环境保护
局决定对辖区监察中队中队长杨志新进行全局
通报批评。

十五、开封市尉氏县 D410000201806140081
反映情况：开封市尉氏县大马乡雁黄村村

边上，有十多家家具厂，喷漆气味难闻，噪音大。

调查核实情况：2018年 6月 16日对举报人
反映的位置进行了现场检查。十多家家具厂实
际有 9家木门厂、1家楼梯扶手厂、1家乳胶厂，
共计 11家。其中被列入整治的有 6家，被列入
大马乡政府取缔的有 5家分别是尉氏县海威楼
梯扶手厂、尉氏县福临门业、尉氏县任雁辉木门
厂、尉氏县顺心生物质颗粒厂、尉氏县黄红涛乳
胶厂。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系群众身边
问题。

处理及整改情况：（一）针对六家企业存在
的未批先建的违法行为，尉氏县环保局在 2017
年 10月至 2018年 5月期间分别对尉氏县中昊
木业有限公司等 6家有限公司下达了《责令改
正环境违法行为决定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
进行了立案处罚。

（二）针对举报人反映的无手续的 5 家企
业，在全县散乱污企业整治工作中，大马乡政府
针对雁黄村没有办理环保手续、没有任何污染
防治设施的 5家企业在国土、环保等部门的配
合下，从 2018年 4月 24日至 4月 27日，对以上
5家企业进行了拆除，目前已全部拆除到位。

（三）针对举报人反映的喷漆气味难闻，噪
音大问题。2018年 6月 19日，大马乡政府对雁
黄村村民进行了走访询问，经询问，村民表示有
气味。2018年 6月 16日，尉氏县环境监察大队
对 6家企业下达了《关于对大马乡鑫永和家具
厂等 6家企业环境问题的监察通知》，责令建设
隔音降噪设施，降低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待企业竣工验收完成和整改结束恢复生产后，
县环保局将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废气、粉
尘和噪声监测。

问责情况：根据《开封市 2017-2018 年秋
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量化问责奖励
规定》和《尉氏县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
任追究暂行规定》，尉氏县委、县政府督查局决
定对大马乡组织书记李少鹏、大马乡环境监察
中队中队长赵航给予告诫处理。中共大马乡委
员会决定对包村干部任亚军、村级网格长雁黄
村支部书记赵会军做停职检查处理。

十六、商丘市睢阳区 D410000201806140054
反映情况：商丘市睢阳区中州路与科技路

交叉口要新建垃圾中转站，旁边就是居民住宅

区和学校，认为不合理，希望能重新选址。投诉

人称公示信息不属实。

调查核实情况：示范区辖区北海路以北，腾
飞路以西，南京路以南，学院路以东，约 5平方
公里范围内有30多处居民小区及中意建材、农
药大市场两个市场，属人口、商业门店密集区，
日产生活垃圾 50余吨，无一座垃圾中转站，达
不到城市垃圾日产日清的要求。此辖区属建成
区，前期没有配套建设垃圾中转站，根据群众生
活需要，经市城管局环卫处及商丘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管委会同意，意在科技路南侧示范区
具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建设一座环保型垃圾
中转站，无公厕。此拟建垃圾中转站项目南邻
商丘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北邻科技路，科技路北
侧是巴比伦·星钻小区，附近无小学。经现场调
查，举报不属实。

此 次 信 访 案 件 反 映 的 问 题 与
D410000201806070089、D410000201806070138
反映的系同一地点同一个问题，属重复举报。

处理及整改情况：按照设计要求，此中转站
严格按照国家有关环保标准建造，采用国内最
先进的压缩设备（封闭式压缩箱体）及转运设
备，不得存在污水、气味等污染环境现象。对周
围的居民生活只能带来便利，不能产生不利影
响。由于该项目有多次群众信访举报，示范区
将严格按程序报批，同时，将做好周边群众的说
服宣传工作，尊重周边群众希望能重新选址的
意见和建议，如果群众不满意，就是手续批下来
示范区也承诺不实施。

问责情况：无。
十七、新乡市卫滨区 D410000201806150019
反映情况：新乡市卫滨区解放南桥有一个

新乡吉恩镍业有限公司，朱可川将旧电瓶非法

回收放在该公司内，无环评手续和防护措施，倒

卖给小铅厂。卫滨区河南意达数码科技公司李

西成非法回收旧电瓶和铅酸蓄电池，无环评手

续和防护措施，倒卖给小铅厂。（诉求人称，当地

环保局与朱可川、李西成属于关系户）

调查核实情况：经核查，不属实。1.新乡市
吉恩镍业有限公司位于卫滨区解放南桥胜利路
办事处辖区,情况属实。经调查，该公司已于
2009年搬迁，目前，该公司原厂区内办公楼租
赁给一个专门从事快递家具的物流公司，其他
厂房均空闲，未发现有废旧电瓶回收和存储
点。2.河南意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新乡市
卫滨区平原镇政府辖区,情况属实。经调查，该
公司成立于 2009年 11月 18日，2011 年 10月
份正式投入生产，环评手续齐全，主要从事热转
印色带、墨轮生产。在厂区内未发现有废旧电
瓶回收和存储点。3.新乡市环境保护局卫滨分
局党支部对分局工作人员进行调查，经调查，分
局均无人认识朱可川、李西成。

处理及整改情况：责成胜利办事处和平原镇
人民政府分别加强对新乡市吉恩镍业有限公司
和河南意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的日常排查力度。

问责情况：无。
十八、新乡市 X410000201806140052
反映情况：2017年新乡市牧野、凤泉、卫滨 3

个区，对“双替代”工作不调查、不研究、不作为、

不担当，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默

认每户只要有一台空调就视为完成任务，事实

上大多数居民户“双替代”前都买有空调，为了

套取中央财政“双替代”补贴款，大量居民跑到

空调专卖店交几个点的税，虚开一张空调购置

发票，就可以领取 3000 元的财政补贴，作为“双

替代”责任部门的区级发改委，放任自流，熟视

无睹，造成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损失严重，“双替

代”名不符实。

调查核实情况：经核查，该案件与中央环境
保护督察组“回头看”交办的第 8批第 6号举报
案件相同，属重复举报，不属实。

1.关于“2017 年新乡市牧野、凤泉、卫滨 3
个区，对‘双替代’工作不调查、不研究、不作为、
不担当，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问
题，经核查，该情况不属实。“双替代”工作开展
以来，新乡市先后印发了《新乡市 2017年煤改
气煤改电总体方案》《关于持续深入推进“双替
代”工作的紧急通知》《关于开展全市“双替代”
专项核查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对各县
（市）、区“双替代”工作方案编制、责任主体、任
务分解、验收标准、核查督察、保障措施、组织实
施等均提出了明确要求，并鼓励通过集中招投
标等多种形式，立足于省推广目录，开展“双替
代”工作。卫滨、牧野、凤泉3个区均按照省、市
相关要求，成立了以区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的
清洁取暖工作领导小组，并明确责任分工，确定
由发改委部门具体牵头负责本辖区的“双替代”
工作，积极推进年度方案编制、确村确户、任务
分解、台账管理、协调监管、建档立卡、督察核查
等各项工作。

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严格按照省发改委
《关于印发河南省 2017年电代煤、气代煤工作
推进方案的通知》（豫发改能源〔2017〕319号）
附件 2、河南省电代煤、气代煤设备（产品）推广
目录（第一批）以及省发改委办公室《关于印发
河南省电代煤、气代煤设备（产品）推广目录（第
二批）》的通知（豫发改办能源〔2017〕94号）等
文件精神，由群众结合自身实际，并经区级政府
及相关职能部门同意后，由“双替代”改造户自
行购买设备。

2.关于“默认每户只要有一台空调，就视为
完成任务，事实上大多数居民户‘双替代’前都
买有空调，为了套取中央财政‘双替代’补贴款，
大量居民跑到空调专卖店交的税，虚开一张空
调购置发票，就可以领取 3000元的财政补贴，
作为‘双替代’责任部门的区级发改委，放任自
流，熟视无睹，造成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损失严
重，‘双替代’名不符实”问题。经核查，该情况
不属实。根据河南省电代煤、气代煤设备（产
品）推广目录精神，电代煤推广产品包括空调，
采取空调替代是符合省、市相关政策的。根据
省发改委《关于印发河南省2017年度冬季清洁
取暖民生实事考核实施方案的通知》（豫发改能
源〔2017〕606号）精神，“双替代”验收标准为：
设备购买年限为 2017年 1月 1日以后，设备购
买与实物相对应，户内没有燃煤设施，每户1台
（套）及以上，并安装到位。对改造完成的双替
代户，卫滨、牧野、凤泉三个区均严格按照省
2017年冬季清洁取暖民生实事考核实施方案、
市发改委关于转发《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完善电代煤、气代煤建档立
卡制度的通知》（新发改能源〔2017〕290号）等
省、市文件规定，依据“两有两无”相关标准，进
行了“双替代”改造入户验收及建档立卡，再次
确认了改造户基本情况及改造情况，同时拍照
佐证，并由替代户签字（按手印）确认，确保了票
据与取暖设备相一致。

在逐项逐户验收、完善建档立卡，并经村
（社区）、乡镇（街道），甚至区级核实的基础上，
才予以逐级拨付财政补贴资金。同时，卫滨、牧
野、凤泉 3个区均已相继启动了“双替代”延伸
审计工作。

处理及整改情况：1.市发改委迅速下发了
《关于排查整改“双替代”骗补问题的紧急通
知》，以此次群众反映为契机，举一反三，全面组
织推进各县（市）、区“双替代”问题逐条、逐项排
查整改，严防提供虚假信息套取国家资金的情
况发生。卫滨区在已开展延伸审计核查的基础
上，进一步加大了自查和审计力度，同时，组织
召开专题会议，就群众反映情况进行部署，再次
启动全面排查及整改。牧野区迅速启动由王村
镇、牧野镇，以及电源产业园区的全面核查，并
抽调督查、发改、财政、审计、税务等部门精干力
量，联合行动，并接受“双替代”骗补举报及整
改。凤泉区在积极梳理自身“双替代”工作开展
情况的基础上，安排各乡（镇）办逐条、逐项再次
核查。在履行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审计的同时，
对耿黄镇“双替代”进行了延伸审计，并即将启
动大块镇、潞王坟乡审计工作。2.下一步，新乡
市将以 2018年“双替代”年度方案制订下发为
出发点，进一步优化工作方式方法，强化县
（市）、区政府主体责任，深化市级发改、财政、环
保、审计等部门职责，形成强大工作合力，上下
联动，全程监管，并进行不定期的“双随机”（随
机抽查村庄、随机入户）抽查，确保不出现虚报、
冒领、套取国家财政专项资金的情况。

问责情况：无。
十九、新乡市原阳县 X410000201806110033
反映情况：原阳县葛埠口乡华林化工厂长

期将废液直接偷排出来，并伴有农药的刺鼻味

道。已经持续大半年时间，我们都怕化工污染

有毒，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和生产。小孩也非

常不适应，请环保领导一定处理好这个问题。

调查核实情况：新乡市华林化工有限公司
《年产 100 吨油田助剂生产线升级改造（1000
吨杀菌剂、3000吨阻垢剂）项目》营业范围：聚
丙烯酰胺、油田助剂（不包括危险化学品助剂
类）制造；石油、天然气勘探、开采工程技术服务
以及辅助工程施工；钻前工程、钻井、堵漏、泥
浆、钻后治理、油井修复、石油工程技术服务；钻
井泥浆无害化处理；防渗工程施工；工程设备检
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下转第十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