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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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十二版）环保局一位张姓领导以种种理

由推托，并未到现场调查取证，信访人多次打举

报电话才到现场，结果是草草了事。电视台委派

记者到现场采访取证，然而鹤壁市环保局张某和

姚某对记者，不以实事求是，多方阻挠，隐瞒事实

真相，在多方证据确凿之下，环保局张姓领导，才

不得不承认是石林乡工业园区陶瓷大道几家黑

心企业所排的污水。信访人多次找石林乡政府

反映此事，石林乡政府不予理睬，并且一位郭姓

领导态度恶劣，以各种理由不予正面回复。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情况部分属实。1.
石林园区内有陶瓷企业8家，化工企业1家。根
据鹤壁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相关要求，石林
园区内8家陶瓷企业2017年11月15日到2018
年3月15日期间实施错峰生产，该期间8家陶瓷
企业全部处于停产状态。2.经山城区环保部门
对石林园区及石林园区内鹤壁市鹤鑫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等 9家企业进一步检查，发现存在“石
林园区雨污不分流、鹤壁市鹤鑫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厂区部分生产设备跑冒滴漏”等问题。3.2018
年 3月 30日，该举报人通过 12369向山城区环
保局反映了鱼死问题。山城区环保局执法人员
于4月1日到石林园区进行了查看，4月2日到举
报人的鱼塘进行了实地查看。现场发现部分网
箱上水面有死鱼漂浮，岸边也有部分死鱼。经调
阅公安部门笔录，举报人能说明去向的死鱼仅2
万斤左右，现场问及举报人损失，说损失近40万
元；问及是否有买卖鱼苗的收据、记录以及饲料
购买记录等证明材料，举报人表示无法提供，且
在水塘旁的板房内发现大量强力碘、水霉净、强
效解毒灵等鱼用药物。4.举报人所述鹤鑫化工
排污沟，实际上是石林镇东马村东侧宏昌物流园
西的特大雨水排放沟，全长约两公里，主要作为
夏季汛期雨水的排放通道，其他季节该通道基本
上处于干涸状态，举报人反映的时间正处于枯水
期。5.2017年以来，省有关部门对山城区汤河水
质进行年考核。经调阅省控水质自动监测站耿
寺站数据，数据显示 2017年 6月以来山城区汤
河水质均达到省既定目标，不存在举报人反映的
存在企业大量排污污染河水的现象。6.举报人
对在鹤壁市开源污水处理厂提灌站提取的水样
进行了检测，经山城区环保部门核对相关数据，
检测结果均符合《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
准》（GB/T31962-2015）。7.2018年 5月初，河
南电视台民生频道记者曾采取先暗访后明访的
方式来山城区环保部门采访，山城区宣传部有关
人员及环保局副局长姚勇强、工作人员张震均积
极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山城区工作人员不存在
多方阻挠，隐瞒事实真相的行为。8.山城区石林
镇党委书记郭学光于2018年5月7日起，先后安
排副主任科员李合生、副书记陈志勇等人接见了
信访人，并于6月 1日成立调查小组热情接待了
四名上访人，分别做了笔录。其间多次引导信访
人通过合法渠道解决问题，不存在态度恶劣和不
予理睬等问题。

处理及整改情况：山城区环保局责令石林园
区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整改计划，同时责令鹤壁市
鹤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七日内完成问题整改，并
对其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处罚，文号为山环罚先
〔2018〕11号、山环罚先〔2018〕12号。目前，鹤
壁市鹤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已自行停产整改，石
林园区也制定了详细计划，预计一年左右实现石
林园区管网雨污分流。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督促有关职能部门加强对辖区内各企业的
监督监管，确保各企业废水废气达标排放。针对
该举报人所养鱼群死亡，死因不明的情况，山城
区将积极给予该举报人司法救助等援助，协助其
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安排民政部
门给予该养殖户一定的救济慰问。

问责情况：无。
四十五、巩义市 D410000201806130019
反映情况：巩义市芝田开发区朝阳路，昌泰

不锈钢有限公司生产民用钢材，夜间粉尘大。检

查来了停产，检查后继续生产。投诉人多次向办

事处、巩义市环保局反映，至今没有处理结果。

调查核实情况：调查人员对河南昌泰不锈钢
板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检查时发现该公司除
轧钢工段停产外，其他工段均处于生产状态，生
产过程中未发现粉尘无组织排放现象。高炉东
侧原料库内存放有铁矿粉及焦炭，原料库窗户、
大门缺失，未完全密闭;原料库东侧为原料堆放
场，现场存放约 2万吨铁矿粉，未入库存放，仅
采取防风墙及抑尘网降低扬尘排放。该公司原
料库及原料堆放存在未密闭，存在无组织粉尘排
放现象。已查证属实。经调阅河南昌泰不锈钢
板有限公司生产记录、启停运申请等资料显示：
该公司于2015年7月至2018年1月期间处于停
产状态，2018年 1月 29日向巩义市环保局提交
了复工申请，2018年5月各生产工段和污染防治
设施处于运行状态。2018年5月17日至6月13
日，该公司停产3次共7天，其中电力系统外网大
范围停电 2次共 3天，煤气管网检修 1次 4天。
2018年 5月 25日，该公司申请巩义市公证处对
停产损失情况进行了证据保存。检查时该公司
正处于生产状态。临时停产问题不属实。经查
阅资料，2018年至今，巩义市环境保护局共受理
3起关于河南昌泰不锈钢板有限公司信访案件，
其中2018年 4月 11日微信举报1起，2018年 4
月 12日、4月 19日 12369电话举报2起，主要反
映该公司无组织粉尘问题，市环保局已经办结并
将结果上报。综上所述，河南昌泰不锈钢板有限
公司原料库未完全密闭、部分原料未入库贮存，
存在粉尘无组织排放的情况，不存在刻意停产、
环保部门未对信访案件进行处理的情况。

调查结论：该群众举报案件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2018年 4月 2日，河南昌

泰不锈钢板有限公司厂区内散状物料未覆盖，
破碎工段存在无组织排放现象，被市环保局依
法立案查处，处罚款 3万元，并责令改正环境违

法行为。2018年 4月 7日，市环保局对该公司
下达了《巩义市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限期治理
改造通知书》，要求该公司按照“场地硬化、流体
进库、密闭传输、湿法装卸、车辆冲洗”的要求，
2018年 9月 30日前完成全厂工艺废气无组织
排放源点治理改造及铁矿粉、焦炭等散状物料
入库密闭工作。

问责情况：无。
四十六、巩义市 X410000201806120063/

X410000201806130010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巩义市三新广场

夜市碳烧产生油烟污染，油渍满地，夜间明目张

胆地用木炭露天烧烤，倾倒油渍污渍，废纸、塑

料袋等垃圾遍地都是。

调查核实情况：针对举报人反映的“三新广
场夜市炭烤产生油烟污染问题”，调查人员立即
对三新广场进行全面现场检查，经调查，三新广
场位于巩义市新兴路与新华路交叉口西北角，
2018年 6月 11日前，巩义市城市管理局执法人
员下班时间为 23:30，在工作时间内，三新广场
及周边为市容管理重点监控区域，执法人员保持
高密度不间断的巡查治理，未出现任何流动摊贩
和露天烧烤。但在执法人员下班后，少量流动商
贩就会在三新广场上摆摊经营，存在乱倒垃圾等
行为，可能存在使用木炭露天烧烤现象。

为加大夏季夜间露天烧烤和市容管控力
度，6月 11日起，城管局安排执法人员每日工作
至次日凌晨 5点，6月 13日夜间至 6月 14日凌
晨，未发现三新广场存在露天烧烤情况。6月
14日夜间至 6月 19日凌晨，执法人员持续加强
对三新广场的无缝隙巡查，均未发现露天烧烤
及流动摊贩占道经营情况。

调查结论：该群众举报案件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无。
问责情况：无。
四十七、新蔡县 D410000201806040064
反映情况：驻马店市新蔡县于寨镇（经核

实，为余店镇）姜庙村西姜庄路南有一家养猪

场，粪便随意排放，污染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该养猪场位于新蔡县余店
镇姜庙村委西姜庄西侧约 200米处，负责人冯
杰。冯杰于 2017年 9月租赁已停养多年的养
殖场后，经过整修，于 2018年 1月开始进行养
殖。该养猪场建在一个自然生活排水沟的两
侧，其中水沟北侧养殖区养殖废水废渣进入沉
淀池内，现场检查时，沉淀池内废水废渣有渗漏
痕迹，南侧养殖区养殖废水废渣未经处理直接
排放到水沟内，水沟内东西延伸约 100米左右
有明显的养殖废水废渣，群众举报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1.新蔡县环境保护局对
余店镇姜庙村委冯杰非法养殖场下达了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决定书，目前该养殖场已停止违法
行为、停止养殖。2.余店镇人民政府对冯杰养
殖场，养殖过程中已外排的污染物清理完成。

问责情况：1.县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办对余
店镇党委书记王浩同志进行约谈。2.给予余店
镇姜庙村环境污染防治监管网格长许辉、监管
网格员张立全同志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巡查员
周丽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四十八、巩义市 D410000201806130020
反映情况：郑州市巩义市涉村镇下高速路

口向南 30 米，有一家无名盖板厂，老板叫翟运

举，假整改，无证经营，背后有关系包庇。

调查核实情况：巩义市涉村运举盖板厂处
于停产状态，场地内存放部分原料及成品。负
责人翟运举向调查人员提供了工商营业执照，
但提供不了环保手续，证照不全，经查阅相关资
料，该项目属环境影响报告表类项目。群众反映
无证经营问题部分属实。涉村镇政府立即向该
单位下达断电通知书，现场断电后，按照“两断三
清”、恢复原状的标准进行整治取缔。目前，巩义
市涉村运举盖板厂生产设备已拆除完毕，生产原
料和产品已清除完毕，生产车间已拆除完毕。

调查结论：该群众举报案件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无。
问责情况：无。
四十九、巩义市 X410000201806120064
反映情况：巩义市小关镇龙门村张青普的

矾土粉加工厂原来在龙门村一队，因严重污染

搬到中国铝业公司小关矿元二工区老水泥厂

内，烧铝矿石将大量毒气排入大气层，严重影响

群众健康和农作物。该厂白天用气烧，夜晚用

气和煤混合烧铝石，烟囱不断冒黑烟，排放毒

气，老百姓深受其害。

调查核实情况：经现场检查，巩义市铠源超
细粉有限公司原厂址位于龙门村一队，因生产
规模扩大，搬迁至中国铝业小关矿二工区老水
泥厂内，并于2016年通过巩义市环境保护局备
案，备案文号：巩环备公告﹝2016﹞7号，不存在
污染严重搬迁问题。巩义市铠源超细粉有限公
司处于全厂停产状态，厂区块状物料全部使用
彩条布覆盖。该公司建设有天然气站 1座，煅
烧窑生产过程中使用天然气作为能源，5座煅烧
窑配套建设有碱式脱硫除尘塔 3座。该公司破
碎、筛分、球磨等设备全部安装在密闭车间内，
产生的大气污染物均配套建设有相关集气设施、
收尘管道及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对厂区及厂界周
边进行现场巡查过程中，无存放及使用燃煤痕
迹。6月15日夜间，调查人员对该公司再次进行
了暗查，经检查，污染防治设施处于运行状态，燃
气相关仪表显示正常，没有发现使用燃煤现象。
该公司东、西侧是小关镇小关村的荒地，北侧是
荒沟，南侧是小关镇龙门村荒地，厂区四周没有
大面积农作物，在厂区南侧坡地上有一处100平
方米左右的红薯地，红薯苗长势良好。

调查结论：该群众举报案件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无。
问责情况：无。
五十、郑州市新密市 X410000201806120020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举报：郑州市新密市超

化镇李坡村正泰耐火材料厂生产耐火砖，紧邻

着几个小区，生产时废气、粉尘污染严重，影响

居民生活。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郑州市新密市超化镇李坡村正泰耐火材料

厂工商注册名称为河南省新密正泰耐材有限公
司，位于新密市超化镇李坡村，法定代表人
巴××，营业执照注册号 410182100007931，
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耐火材料生产用
能系统优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 2009 年 5
月 25 日经郑州市环境保护局审批（郑环建表
〔2009〕137号），因隧道窑改用罐装天然气烧结
替代原双段煤气发生炉烧结导致审批烧结工艺
发生改变，2016年列入郑州市环保违法违规清
理整改属完善备案类建设项目。产能及产品
为：年产 10万吨耐火高铝砖和硅砖，生产工艺
为原料—粉碎—研磨—混料—成型—烘干—烧
结—冷却—成品。主要生产设备：2条 198米燃
气隧道窑及配套的粉碎、混料、成型等设备，配
备的污染防治设施有 4套脉冲袋式除尘器，生
产设施全部置于密闭生产车间内。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 年 6 月 13 日，新密市超化镇人民政

府、新密市环境保护局工作人员对河南省新密
正泰耐材有限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该公司处
于停产状态。

（一）关于紧邻着几个小区问题
该公司项目建于 2006年 8月。2011年超

化镇在该公司西侧约 10 米处、北侧约 600 米
处、东侧约1000米处陆续建成李坡村新农村社
区、申沟村新农村社区、黄固寺村新农村社区，
并相继投用。

（二）关于生产时废气、粉尘污染严重，影响
居民生活问题

该公司由于经营不善，自2016年5月起停产
至今，其间由于抵押借款债务问题被法院查封。

2018年以来，新密市环保局执法人员多次
对该公司现场检查，该公司均处于停产状态。
经现场对附近居民进行走访调查，均未反映该
公司污染问题。

综上所述，此举报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下一步，新密市环保局将

对该公司加大日常监管力度，复产前督促其按
照耐材行业污染防治标准进行规范整改，待污
染物监测达标后，方可正式投产。

问责情况：无。
五十一、郑州市惠济区 D410000201806070087
反映情况：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与中州大

道中间，金洼干沟渠水质呈黑色，臭气难闻。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督办问题所在地块位于郑州市惠济区花园

路与中州大道中间，该段全长约1公里，属郑州
市惠济区花园口镇和迎宾路街道办事处管辖。

二、现场调查情况
金洼干沟位于惠济区中部，西起东风渠，流

经新城办事处东赵，迎宾路办事处木马、金洼、
弓庄，花园口镇京水等 3个镇（办）5个行政村，
向东流入贾鲁河，全长 7.3公里，是惠济区主要
的排涝、泄洪沟渠。2016 年，惠济区投资 900
多万元，对金洼干沟花园路以西河道进行了疏
挖、清淤、边坡护砌，修建了亲水平台、蓄水坝等
景观设施，并对金洼干沟雨污混流的12处市政
道路排水涵进行工程性截污。2017年 7月，金
洼干沟花园路上游已实现了水清河美。

2018年 6月 8日，郑州市惠济区工作人员
立即行动，对督办问题进行调查。现场发现举
报人反映河段河道内有水草、垃圾漂浮物，河沟
内水位较高，水体呈绿色，河底淤泥呈黑色，有
臭气。经查，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1.2017年
7月，地铁2号线田园路站施工及污水管网改迁
不善，引起开元路污水主干管破裂，站坑被淹，
为抢救田园路站施工，地铁施工方截断了该处
污水管网，致使开元路田园路以西污水无法下
排，通过桂园南街雨水管涵流入金洼干沟，造成
金洼干沟下游水体黑臭；2.2017年 11月，京水
路铺设地下综合管廊将该段沟渠下游截断，导
致沟内积水长时间无法下排，形成死水，水质变
坏；3.弓庄改造区施工单位将未经沉淀的泥浆
排入金洼干沟污水管网导致管网淤堵不通；4.
金洼干沟上游金达路地铁站及沿岸安置房施工
单位沉降水、工地施工污水排入金洼干沟。

处理及整改情况：2018年 4月，郑州市惠济
区政府先后出动 1000人次、运输车 100台次、
钩机 20台班，采取“堵（堵截排污口）、清（清理
河岸垃圾）、排（抽排河内污水）、挖（疏挖淤泥）、
冲（引入清水冲刷河渠）”五项措施，对金洼干沟
全段沿岸垃圾进行清理，对水面漂浮物进行打
捞，对河底淤泥进行疏挖。2018年 5月，先后修
建了导流渠和导流管道，加大沟内积水下排流量，
减少金洼干沟积水。同时，架设抽水泵将污水管
网内的污水抽干，清除淤泥，疏通污水管网。
2018年 6月 8日，连夜组织人员、机械扩大导流
渠，加装大功率抽水泵增大抽水量，将抽出来的污
水排入马头岗污水管网，避免二次污染；使用机械
对河道底部淤泥进行清理，清淤深度为离两岸护
坡底沿向下80厘米；对沿线直排到金洼干沟的11
个污水口进行封堵，现已封堵完毕。截至 2018
年 6月 12日，金洼干沟下游水位已经明显下降，
河面垃圾及漂浮物已经基本清理完毕。

下一步，郑州市惠济区将继续采取有力措
施，坚决完成金洼干沟黑臭水体整治任务。一
是进一步加大导流渠排水量和水泵抽水量，并
对河底淤泥彻底疏挖，预计在2018年 6月 20日
前完成整改任务。二是加强日常维护，安排专
人巡河，打捞河面漂浮物，清理河岸垃圾，确保
水面无杂物。三是督促管廊项目加快施工进

度，力争1个月内进行土方回填，并重新疏通金
洼干沟原河道，增加河水流速，减少污染物沉
淀。四是与生态治污专家进行对接，制定金洼
干沟全段生态治理方案，以期运用科学的方法，
全面、彻底、长效治理金洼干沟，为沿岸居民创
造良好生活环境。

问责情况：无。
五十二、郑州市金水区 D410000201806080028
反映情况：郑州市金水区北三环索凌路八

号西南角，正弘春晓小区楼下门面房，很多回收

二手家具、酒店用品、厨房用品的店铺，把东西

摆放人行道上清洗，污水横流，影响小区居民正

常生活。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正弘春晓小区位于郑州市北三环索凌路西

南角，属于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办事处大河春
天社区，小区楼下的门面房属于个人私有，部分
业主将门店出租给二手家具家电经营商户。经
实地测量，小区楼下道路位于北三环道路规划
红线 80米外，属于小区内部道路，由小区物业
负责管理和保洁工作，物业管理公司为郑州思
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 6月 9日，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街

道办事处主任王栋带领工作人员联合执法中队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对问题进行落实处理。现
场有部分商户存在杂物堆放门前行为，厨美达
厨具商行和杨秀菊家具店两家厨具商户用盆清
洗回收的厨房设备，随后将水倒入污水井，未发
现污水横流情况，小区道路全部经过硬化处理，
商铺门前有污水井。交办问题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1.对于门前杂物问题，郑
州市金水区城市综合执法局东风路执法中队、东
风路街道办事处联合物业公司共40余人对正弘
春晓旧货市场进行全方位地毯式清扫整理，已于
6月 9日下午将门前杂物清理干净，确保经营活
动在室内进行，还路于民。2.社区已张贴通知，
要求各商户严禁在公共区域清洗家具家电，如有
清洗需要，在室内自行清洗，且不得对公共区域
造成污染。3.针对污水横流问题，2018年6月12
日，社区人员到现场进行了复查，未发现地面有
污水。4.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街道办事处督促
小区物业加强日常监督管理，保持整治成果，维
护好小区环境，并安排工作人员每天对旧货市场
加大巡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问责情况：无。
五十三、郑州市金水区 D410000201806080060、

D410000201806080063
反映情况：郑州市金水区花园北路天荣汽

配城里面：1.挖掘机正在施工，噪声、扬尘污染

严重。2.泡沫厂加工时泡沫、纸板满天飞。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天荣汽配城位于金水区中州大道与三全路

交叉口北500米路西，属于专业市场范畴，现状
为天荣国际建材港拆迁工地。天荣建材港法人
代表为王蓉军，该拆迁工地为建材港自行拆除，
拆除项目负责人为丁峥。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 6月 10日，郑州市金水区城市综合

执法局二中队队长赵永刚、区住建局工作人员
张博及现场监督人员冯博伟联合郑州市金水区
国基路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赵海涛进行现场调
查。经查：1.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金水区
搬迁工作已经启动，天荣汽配城内的部分商铺
均在搬迁范围，该汽配城建筑都是两层或三层
钢结构房，拆除过程直接用气焊切割后拆除，只
有厂房底座有水泥结构需要用拆除器械，拆除
过程不可避免会产生一些噪音及扬尘，虽然现
场配备有雾炮车降尘，但拆除过程仍产生一定
扬尘；2.现场的泡沫纸板，其实是钢结构房的保
温隔热层，里面为纸板和泡沫隔热板，拆除过程
中有一些泡沫乱飞，现场未见泡沫厂加工企
业。综上，交办问题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针对以上问题，郑州市金
水区城市综合执法局、区住建局及国基路街道
办事处要求天荣汽配城物业管理办公室负责人
立即整改：1.拆迁时段避开周边居民正常的休
息时间（晚 10 点到早 6 点，中午 12 点到 2 点
半）；2.在施工过程中采取降尘措施，对裸露建
筑垃圾进行覆盖；3.拆除过程遗留泡沫全面覆
盖，等待拉走处理。6月 11日下午，执法人员再
次来到现场复查，裸露建筑垃圾和泡沫已经全
部覆盖完毕，雾炮车和洒水车正常运行。

问责情况：无。
五十四、洛阳市汝阳县 D410000201806150006
反映情况：洛阳市汝阳县文化路与刘伶路

交叉口，金凤凰时代广场小区院内 3 号楼和 1 号

楼中间有 17 个风动机，机器噪声扰民。3 号楼 2

楼门面房的平台上安装了 5 个风动机和 6 个空

调，噪声扰民，向物业反映未解决。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核实，该小区 3 号
楼、1号楼为32层的居民住宅楼，两楼中间东侧
为 4层商业性门面房，属于商住混合区。门面
房分别属于梧桐里精品酒店和伊嘉城生活超
市，门面房平台上装有中央空调室外机 10台，
空气囊热水循环系统 5 套。根据 6 月 15 日夜
间、16日白天检测结果显示均符合《社会生活
噪声排放标准》中二类标准，昼夜噪声检测数值
均达标。举报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目前，为保证小区居民有
一个安静舒适的生活环境，小区物业在噪声源
旁边加装了隔音墙。下一步，汝阳县环保局将组
织检测人员持续一个星期对 3号楼住户做好噪
声检测工作，如在连续检测中发现有超标现象，
将由相关部门拿出解决措施，立即整治到位。

问责情况：无。
五十五、三门峡市灵宝市X410000201806130008

反映情况：来信反映内容与“三门峡市灵宝

市焦村镇在乔沟村和巨兴村中间有一个选厂，

环境严重污染”的信件内容一致。系重复举报，

公示内容见河南日报第 14批第 15项。

五十六、三门峡市灵宝市 X410000201806120059
反映情况：反映内容为“三门峡市灵宝市焦

村镇在乔沟村和巨兴村中间有一个选厂，环境严

重污染”(河南日报公示第 14批第 15项)的信件内

容的补充：1.黑选矿头目是王治富、王跃战和乔

沟村支部书记王高泽。2.曾向河南省环保厅信

访办举报过，杳无音信。3.清楚真相，不畏强权，

可以配合调查的有：乔沟四组组长马军峰，社员

刘随田、李高义；一组组长李东源，社员李孝、杜

增刚、赵宽学；二组李丑子、杨黑脸、李当锁、李天

昭；三组张慧、赵向虎、王项超等社员。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反映情况不属实。
（一）“黑选矿头目是王治富、王跃战和乔沟

村支部书记王高泽”问题不属实。经调查，群众
反映的选厂实际为灵宝市富强矿产品有限责任
公司，位于灵宝市焦村镇乔沟村。通过查阅国
家企业信用公示报告，该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11282688183641P，王跃战为该企业的
法人代表，属于合法企业主；王治富是王跃战的
父亲，王高泽是乔沟村党支部书记，均与该企业
无直接关系。

（二）“曾向河南省环保厅信访办举报过，杳
无音信”问题不属实。经查阅档案资料，灵宝市
接到省环保厅交办的“关于乔沟村选厂污染环
境问题”信访件 2件。2017年 7月 12日，灵宝
市环保局收到河南省环保厅转办信访件（信
0268号），经现场调查，反映问题均不属实，调
查结束后，已将调查结果反馈至信访人李高义、
张武升、张锁牢等，信访人对调查处理意见无异
议。2017年 8月 9日，灵宝市环保局收到河南
省环保厅转办信访件（信 0338 号），经现场调
查，反映问题均不属实，因信访人属于匿名举
报，无法对信访人进行反馈。

（三）“清楚真相，不畏强权，可以配合调查
的有：乔沟四组组长马军峰，社员刘随田、李高
义；一组组长李东源，社员李孝、杜增刚、赵宽
学；二组李丑子、杨黑脸、李当锁、李天昭；三组
张慧、赵向虎、王项超等社员”问题不属实。接
到举报件后，立即组织灵宝市环保局执法人员
对反映内容中提到的 14人进行了询问。经调
查核实，李孝不属于该村村民，其余的杜增刚、
李群孝（李丑子）、马军峰、李当锁、李天昭、李高
义、王项超、杨海瑞（杨黑脸）、赵向虎、刘随田、
张群旺（张慧）、李东元（李东源）、赵宽学等 13
人既未参与举报，也对信访内容不知情。

处理及整改情况：督促企业做好企业信息
公开，及时消除群众质疑。责成相关职能部门
加大对灵宝市富强矿产品有限责任公司的监管
力度，督促企业按照法律法规和环保要求，规范
生产管理。加大环保法律法规宣传力度，提高
群众参与度，鼓励群众对企业进行监督，发现违
规行为，及时向环保部门报告。

问责情况：无。
五十七、平顶山市叶县 X410000201806130003（*）/

X410000201806130022
反映情况：平顶山市叶县产业集聚区新文

化东段北侧，平顶山市特派科技有限公司在没

有任何生产镉镍电池的相关环保手续下违法生

产镉镍电池，并形成很大规模，每月仅使用金属

镉一一氧化镉、海绵镉材料高达数十吨。每天

有大量红色镉有毒废水直接排放，产生重金属

危废私自处理，造成严重污染。

调查核实情况：经叶县人民政府调查核实：
接此次交办单前的2018年 5月 22日，根据群众
举报，省、市、县三级环保部门执法人员已联合
对该公司进行了现场调查。反映的问题部分属
实。1.反映的排放含镉废水情况属实。对该公
司的现场检查，虽然在原料库未发现生产镍镉
电池原料，也未在成品库发现有成品镍镉电池，
但经平顶山市环境监测站现场采样监测，发现
该公司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进口及厂区总排口
含有第一类污染物——重金属镉：污水处理设
施进口镉浓度为0.282mg/L；厂区总排口镉浓度
为 0.222mg/L。厂区总排口镉超标 3.44倍。2.
反映的“排放大量红色废水”问题，不属实。5月
22日对该公司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对
该公司废水产生、收集、处理及排放情况的检查
及现场取样，发现该公司排放的废水为无色，未
发现有排放大量红色废水情况。平顶山市环境
监测中心站监测报告（平环检单〔2018〕JX-23
号）也对水质颜色有描述，为无色。3.反映的“产
生危险废物私自处理”问题，经对该公司日常现
场检查，没有发现危险废物私自处理现象。4.调
查发现的该公司其他环境违法行为。5月22日，
发现该公司本应对碱性废水采取硼酸中和方式
进行处理，但该公司没有进行酸碱中和，而是采
取用水稀释的方法，以达到降低碱性的目的，涉
嫌不正常使用污染防治设施。

处理及整改情况：针对该公司涉嫌不正常
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环境违法行为和超标排放重
金属镉的环境犯罪行为，平顶山市环保局已分
别立案查处，查封有关设施、设备，并已分别移
送公安部门。自 6月 7日以来该公司一直处于
查封停产状态。

问责情况：叶县环保局环境执法人员在对该
公司的日常监管中因存在履职不到位问题，依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叶县环保局决定对
叶县环保局监察一中队中队长庞瑞祥和具体负
责该厂环境监管的邱旭静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五十八、平顶山市叶县 D410000201806120056
反映情况：平顶山市叶县后李村二组欧文

斯瓷片厂，该厂在居民区内，生产过程中排放刺

鼻废气以及粉尘，污染严重。投诉人对公示结

果不满意。

（下转第十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