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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十五版）
五十七、安阳市殷都区 X410000201806150018
反映情况：来信反映内容与安阳市安阳县

许家沟乡西子村秦保荣反映中联水泥厂噪音、

粉尘、震动污染严重的来信内容一致。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该问题为重访件，具
体公示情况见河南日报第13批第23项。

五十八、安阳市文峰区 X410000201806150012
反映情况：安阳市文峰区东关村村民居住

密集区有一条河道，由于环境治理不力，致使河

两岸村民的污水、屎尿全部排入河道，特别是夏

季，臭气冲天，蚊蝇满天飞，河两岸村民连门窗

都不敢开，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上述信访人反映的
河是指婴儿沟。婴儿沟全长2300米，明渠由东
风路至平原路，全长 900米，暗渠 1400米。该
渠自 2017年 6月进行了综合整治。信访人所
反映的问题在整治前属实。目前，婴儿沟岸坡
整洁，水质得到明显改善。

处理及整改情况：自 2017年开始，安阳市
全面启动治理黑臭水体工作，婴儿沟作为影响
周边居民生活及健康的污染沟渠，进行治理。
2017年 6月，安阳市污水管理处对河道进行了
全面清淤，对沿线所有排污口进行封堵改造，建
设了排污专用管线，同时由上游注入清洁水置
换污染水。经过一系列改造，婴儿沟污染状况
基本改善。

2018年，随着安阳市进一步发起对黑臭水
体整治的攻坚战，2018年 5月，赶在汛期来临之
前，由安阳市文峰区农林水牧局从婴儿沟的上游
万金干渠开始，采用分段施工的方式，对整个水
系进行再次清淤，在清淤的同时，又重新检查并
修复渗漏排污口，确保不发生污染水质的情况。
目前，婴儿沟沟岸整洁，水质较好，河道治理取得
了明显成效。从实际情况看，该信访件反映的是
婴儿沟在综合整治前存在的问题。目前，虽然进
行了全面整治，但与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差距，
今后相关部门还将强化河长巡河制，确保水常
绿、堤长净。同时，欢迎群众监督整治工作，对出
现的问题，第一时间进行整治，对失责人员坚决
予以问责。

问责情况：无。
五十九、安阳市文峰区 D410000201806140021
反映情况：文昌大道与平原路交叉口，恒源

建材市场最北头里面有 3 家塑料加工厂，没有

相关手续、偷偷生产、噪声扰民的问题。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信访人反映的问题属实。
1.经查，文昌大道与平原路交叉口，恒源建

材市场最北头里面有 3家塑料加工厂，没有相
关手续的情况不属实。文昌大道与平原路交叉
口的恒源建材市场，主要经营销售成品建材，有
部分切割钢化玻璃工艺店铺，所有店铺证照齐
全，市场内并无塑料加工厂。

2.偷偷生产的情况不属实。恒源建材市场
内所有店铺一直施行限制营业时间管控，市场
的经营时间为早8时至晚9时，晚 9时过后一律
拉闸断电。

3.噪声扰民的情况属实。恒源建材市场内
有部分切割钢化玻璃工艺店铺，产生一定噪声，
易形成噪声扰民。

处理及整改情况：现已由行业管理单位高
新区环保分局、区工商分局、区行政执法大队、
属地管理责任单位银杏大街街道办事处责令恒
源建材市场负责人对市场内所有门市继续严格
施行限制营业时间管控，并由晚9时提前至晚8
时关门，否则一律拉闸断电。并要求恒源建材
市场加强日常排查及管理，如发现不服从市场
管理者，解除合同、限期搬离。

问责情况：由高新区行政执法大队、银杏大
街街道办事处约谈恒源建材市场负责人张现
民，责令其按照相关大气污染及环保等要求对
市场加强管理，并向前张村社区居委会缴纳环
保综合治理保证金。

六十、安阳市 D410000201806140089
反映情况：安阳市火化场焚烧旧衣服，烟气

较大，污染环境，希望整改。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信访人反映的问题
属实，焚烧旧衣物是当地遗留的丧葬习俗，安阳
市殡仪馆现已禁止丧户焚烧遗物、花篮、纸扎等。

处理及整改情况：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气污染防治法》相关规定，安排专职人员进行
遗体火化时的监督管理，坚决采取各种措施,禁
止丧户焚烧花篮、纸扎、遗物等，在殡仪馆内加
大文明办丧方面的宣传力度，倡导移风易俗的
绿色殡葬风尚。2.安阳市殡仪馆按照市、区环
保部门的要求，积极配合有关单位认真开展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3.安阳市殡仪馆早在2013年
年初，即在单位大门口以及祭奠场安装公告牌，
倡导市民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履行大气环境保
护义务等宣传内容。4.受限于安阳市殡仪馆没
有行政执法权，只能更多地劝导群众。下一步，
安阳市殡仪馆将采取措施，加大宣传力度，力争
杜绝焚烧遗物等情况的发生。

问责情况：无。
六十一、鹤壁市山城区 X410000201806150083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鹤壁市山城区企业

长期超标排污进入安阳市汤阴县汤河水库，致使

渔业养殖承包人在水库养的鱼大量死亡，造成经

济损失超过 1000万元，并且污染对汤河水库周围

及下游人民群众生活用水和农业生产用水也造成

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希望彻查汤河水库严重污染

问题，彻查鹤壁市环保局、安阳市中院等行政司法

机关不作为，致使无人承担赔偿责任问题。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该问题为重访件。
公示情况见河南日报第9批第63项。

六十二、鹤壁市浚县 X410000201806150029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举报，河南省鹤壁市浚

县卫溪街道办事处菜园社区菜园养殖场污染问

题，2015 年 5 月，菜园养殖场因排放养殖污水造

成村民种植物及庄稼死亡，三年信访无处理结

果。2016 年 12 月浚县政府文件明确禁养区，该

养殖场属于禁养区关闭企业，县、市、省要求的

关闭搬迁时间分别为 2017 年 10 月 31 日、11 月

30日、12月 31日前，但是 3个关闭截止时间都已

过 去 ，仍 不 见 相 关 部 门 落 实 关 闭 搬 迁 措 施 。

2018 年 1 月 8 日，卫溪街道办事处回复处理意

见，至今不见落实处理意见，也不见采取消除污

染措施，卫溪信访综治办也无可奈何。目前该

养殖场造成的一切污染后果依旧。诉求中央领

导督促浚县卫溪街道办事处，积极采取措施，责

令该养殖场关闭拆除，彻底清理违建垃圾，恢复

农田灌溉渠原状，消除渗坑污染，修复农田，消

除土壤污染，给举报人一个说法。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该问题为重访件。
公示情况见河南日报第10批 49项。

六十三、鹤壁市山城区及全市 X410000201806160013/
X410000201806150039

反映情况：关于加强废旧汽车行业产生危险

废物规范化管理的报告，来信人称发现废旧汽车

拆解和维修行业中产生大量的危险废物（废矿物

油、废旧蓄电池、安全气囊、尾气催化剂、使用油

漆和有机溶剂产生的废物）没有引起足够的重

视。恳请调查：河南省中联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开封市金属回收总公司、洛阳市金收报废汽车回

收拆解有限公司、安阳市鑫州汽车报废回收有限

公司、许昌市金回物资有限公司、鹤壁市金属回

收总公司、新乡市金属回收管理总公司等汽车拆

解和各地大量汽车维修店、4S店等。

调查核实情况：1.鹤壁市金属回收总公司
位于山城区红旗街，主要从事废旧金属回收和
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依法在河南省商务厅备案
（豫车回企证书第 0017 号），年拆解报废车辆
3000辆，下设山城区 1个总回收点和浚县、淇
县、淇滨区 3个回收网点。在报废车拆解过程
中产生的主要危险废物有废矿物油、废旧蓄电
池、尾气催化剂等。按照相关要求，该公司将废
旧矿物油、废旧蓄电池分别交售给有河南省危
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鹤壁市绿谷废机油回收有
限公司、安阳市金鹏铅业有限公司，废旧汽车尾
气三元催化器交售给有云南省危险废物经营许
可证的贵研资源（易门）有限公司。设置了危险
废物暂存仓库，由回收部门定期回收。但存在
危险废物暂存仓库标识不规范等问题。2.鹤壁
市汽车保养、维修行业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和全
国其他地区一样，因废电瓶、废矿物油等废物产
生量小，同时受有资质回收企业供求关系的限
制，部分汽车维修点确实存在危险废物回收利
用不规范的现象。

处理及整改情况：1.在属地政府和商务、环
保等部门的监督指导下，鹤壁市金属回收总公
司按照《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技术规范》
（GB22128-2008）和《报废机动车拆解环境保
护技术规范》等有关要求，对存放废旧机油、废
旧蓄电池等危险废物的仓库门口用水泥进行加
固抬高，增设明显的规范标识；对拆解场地废机
油液、汽车空调制冷剂收集装置，存放废机油液
的专用密闭容器、废旧电池等易污染物进行了
重新维护管理，对拆解部件进行分类存放；同时
建立长效管理机制。2.鹤壁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制定了《鹤壁市汽车4S店等汽车维修企业环境
污染专项整治的实施方案》，决定从 2018 年 6
月 30日起至2018年 12月 31日，对全市汽车维
修企业开展专项整治。

问责情况：无。
六十四、鹤壁市浚县 D410000201806160075
反映情况：鹤壁市浚县小河镇浚县巨强洁净

形煤有限公司（原名浚县 985煤球厂），生产的煤

球劣质不合格不达标，燃烧使用时造成大气污染。

调查核实情况：根据河南省和鹤壁市关于
加快推进洁净型蜂窝煤生产仓储供应配送体
系建设的有关要求，浚县以浚县巨强洁净煤有
限公司为依托，于 2017年 1月至 7月建成了一
个洁净型蜂窝煤生产仓储供应中心，并在每个
乡、镇设立配送网点。为保证产品质量合格，
浚县质监局实施人员驻场监管，鹤壁市质监局
每月对浚县巨强洁净煤有限公司生产的洁净
煤抽检一次，浚县巨强洁净煤有限公司对每批
次洁净煤实行自检。反映的“浚县小河镇浚县
巨强洁净形煤有限公司（原名浚县 985 煤球
厂）”，包括小河镇崔堡和小河镇康庄2个洁净煤
销售点，是浚县巨强洁净煤有限公司下辖的洁净
煤直属配送点。经调阅近期浚县巨强洁净煤有
限公司自检报告和鹤壁市质监局每月抽检报告
以及6月18日调查组再次抽检报告，均显示煤质
合格达标。

处理及整改情况：为加强洁净型煤煤质管
控，下一步，浚县政府将组织发改、工信、环保、
工商、质监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强化对浚县巨
强洁净型煤生产仓储配送中心的监督抽检，加
密随机抽检频次，杜绝劣质不合格型煤的出现。

问责情况：无。
六 十 五 、鹤 壁 市 淇 县 D410000201806160106
反映情况：鹤壁市淇县庙口镇仙谈岗村。

1.该村争创文明乡村，村干部为了躲避检查让村民

将生活垃圾倒在北街西南角的坑里，距离居民区

过近，污染地表水。投诉人多次向村委会反映一

直没有人管理。2.该村西头的养猪场粪便乱排。

调查核实情况：1.位于淇县庙口镇仙谈岗
村北街西南角的坑为村中自然坑，总面积约 30
平方米，坑中长期无水，不存在污染地表水的
情况。淇县庙口镇仙谈岗村几条主要道路均
设有固定垃圾堆放点，有固定的保洁人员，保
洁人员每周至少两次把各个垃圾点的垃圾集
中清运，不存在村干部为了躲避检查让村民将
生活垃圾倒在北街西南角的坑里的情况。该
坑里的垃圾是附近村民为了方便自己将生活
垃圾倒在里面的。经调查，截至目前仙谈岗村
两委干部尚未接到该村群众反映该垃圾坑的
问题。2.位于村西头的养猪场为姜文龙养殖
场，负责人为姜文龙，建有猪舍 2栋，年出栏生

猪 400头，建有硬化粪便收集池 1个，未发现粪
便乱排的现象。

处理及整改情况：1.对该坑内垃圾进行了
全面清理；加强宣传教育，引导附近村民自觉将
垃圾堆放到固定垃圾堆放点。2.责令该养猪场
加强环境管理，严禁出现粪便乱排现象。

问责情况：无。
六十六、济源市 D410000201806140074/

D410000201806150065
反映情况：位于五龙口镇化村的华腾建材

有限公司生产过程中扬尘污染、噪音大。

调查核实情况：6月 16日，济源市对华腾建
材进行调查，根据举报内容，经核实：自6月 8日
办理涉及该公司的废气、噪声污染举报件后，企
业自行停产整治，至今未投入生产。目前，该公
司的粉煤灰原料棚等正在封闭施工，生产设备
积尘已清理结束，废气排放口的采样平台正在
建设，蒸养仓排气阀已安装消声器12套。群众
反映情况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下一步，济源市将压实属
地环境监管责任，扎实做好环境信访件处理，对
发现的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从严从重从快进行处
理，保障群众的环境权益。

问责情况：无。
六十七、焦作市博爱县 X410000201806140051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焦作市博爱县政

府通过对煤炭市场整合治理，在许良镇规划了 3

个煤炭园区，分别是三栗庄煤炭园区、大新庄煤炭

园区和狄林村与江陵堡村之间的中运煤炭园区。

（一）三栗庄与大新庄煤炭园区全部占用的

是基本农田，并且与居民房屋仅仅一墙之隔。

未整合前，煤炭场距离村庄还有 500 余米。现

在村里每天都是黑乎乎一片，尤其是大风天气，

半空中黑雾浓浓。

（二）中运煤炭园区侵占丹河东岸河床，填河

造地，用来经营煤炭场，使丹河由原来的 100余米

宽缩至20余米，给防洪泄洪造成了极大的隐患。

（三）煤炭市场的巨大利益，导致官商勾结，上

下勾结。许良镇副镇长王东胡更是给煤炭老板放

话“只要不让上级部门逮住，随便生产”“白天不要

干，夜里 12点以后随便生产”。政府监督检查人

员的吃喝拉撒等一切费用都是煤炭园区在买单。

（四）许良镇政府还在三栗庄园区的公路上

设点违规收费。把属于基本农田的三栗庄园区

用地更改为建设用地，每亩田地收费 36000元。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该举报属实。6月 16
日，博爱县人民政府组织县科技工信委、县环保
局、县国土局、县水利局、许良镇人民政府等单位
对信访举报问题进行调查核实。信访举报件交
办单中主要涉及许良镇辖区内三栗庄园区、大新
庄园区和豫北中运园区这3家煤炭物流园区。

（一）该举报件反映“三栗庄与大新庄煤炭
园区全部占用的是基本农田”。

经查，该举报内容不属实。
博爱县国土部门结合许良镇基本农田保护

图到现场对三栗庄园区、大新庄园区和豫北中运
园区进行实地核对，把上述3个煤炭园区占地实
测图与许良镇基本农田保护图进行了套合比对，
比对结果是3个煤炭园区均未占用基本农田。

（二）该举报件反映“并且与居民房屋仅仅
一墙之隔。未整合前，煤炭场距离村庄还有
500余米”。

经查，反映问题属实。
经许良镇政府调查，三栗庄村有 3户居民

的房屋与三栗庄煤炭物流园区紧连，最近之处
约3米，涉及煤场2家。许良镇大新庄园区位于
新河路西北侧，大新庄村居民房多数位于新河
路东南侧，新河路西侧有一座居民房与煤炭园
区紧连，涉及 1家煤场，该民房是 2017年开始
建造，现在还正在建设中。

（三）该举报件反映“现在每天村里都是黑
乎乎一片，尤其是大风天气，半空中黑雾浓浓。”

经查，该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博爱县环保部门经过现场查看，煤炭园区

均有防护墙、防风网、雾炮、喷淋等防风抑尘设
施，平常村里不存在黑乎乎一片的现象，在大风
天气有扬尘现象存在。

博爱县煤炭经营产业自上世纪80年代自然
形成发展，2015年全县共计499家煤场，占地面
积5000余亩。2015年以来按照焦作市环保要求
不断开展煤炭市场环境整治工作，逐年提高标准。

2016年，博爱县委、县政府专门成立了以
县长任组长、常务副县长和分管县领导任副组
长的煤炭市场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下发了
《博爱县煤炭市场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抽调工
作人员 170 余名，统筹推进煤炭市场整治工
作。经过持续整治，全县先后取缔煤场 315
家，清理出土地 3000亩，初步构建了南北两大
片区 5 个煤炭物流园区（许良豫北中运、大新
庄、三栗庄、磨头和农场），要求入驻园区的
184家煤炭企业按照焦作市确定的“9+1”煤炭
市场整治标准（焦环委〔2014〕12号文件）开展
整改。园区内煤场逐步完成了场地全面硬化、
部分棚化，建成了防风抑尘墙、喷淋设施、车辆
冲洗设备和雨水收集池等配套设施，种植绿化
树 1.5万余株。

2017年，先后印发《煤炭物流园区规范化
管理的实施意见》《园区企业清洁化生产管理
制度》《博爱县煤场环境污染整治工作深化方
案实施细则》等一系列制度性文件，对煤炭园
区实行更高标准，更严格管控。园区场地 130
万平方米全部硬化，棚化场地 92.5 万平方米，
硬化园区道路 7000 米，建成防风抑尘墙 2 万
米，分别建成喷淋设施、车辆冲洗设备和雨水
收集池，累计投入资金3.5亿元用于固定设施改
造，煤场周边环境有了极大改善。

（四）该举报件反映“中运煤炭园区侵占丹
河东岸河床，填河造地，用来经营煤炭场，使丹
河由原来的 100余米宽缩至 20余米，给防洪泄
洪造成了极大的隐患”。

经查，该举报内容不属实。
博爱县水利部门于6月 16日组织博爱县防

办、县水政大队、许良镇政府、中运煤炭园区工
作人员对举报件举报河段徒步进行了实地查
看，左岸还可以看到已毁坏的护岸痕迹。委托
洛阳水利勘测设计有限公司进行了现场测量，
测量现状河口断面为 26米至 96米。查看结果
为：中运煤炭园区建立在现河岸线以外，不存在
侵占河床，填河造地，用来经营煤炭场现象。

（五）该举报件反映“煤炭市场的巨大利益，
导致官商勾结，上下勾结”和“政府监督检查人员
的吃喝拉撒等一切费用都是煤炭园区在买单”。

经查，该举报内容不属实。
许良镇政府下设煤管办，班子成员买鹏具

体负责此项工作，王东虎同志任煤管办主任，镇
煤管办人员工资和办公费用由镇政府支出。镇
煤管办主要职责为，向各园区协会和煤场传达
上级精神，监督各园区协会和煤场自我管理，发
现问题及时向园区协会通报并督促整改到位。
各园区成立煤炭协会，协会成员由各园区煤炭
经营户选举产生，协会根据需要聘用部分工作
人员，费用由协会支出。各煤炭园区协会本着
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原则，负责对园区内煤场
进行管理。

（六）该举报件反映“许良镇副镇长王东胡更
是给煤炭老板放话‘只要不让上级部门逮住，随便
生产’‘白天不要干，夜里12点以后随便生产’”。

经查，该举报内容不属实。
经许良镇纪委调查，王东虎系许良镇煤管

办主任，王东虎本人表示并未对煤炭老板说过
“只要不让上级部门逮住，随便生产”“白天不要
干，夜里 12点以后随便生产”的话。并且许良
镇政府分 3次在各个园区召开了会议，会上向
所有煤炭经营户传达了市、县会议精神和要求，
明确指出，除了达到全面车间化标准的煤场可
以清洁化生产，其余所有煤场禁止生产，禁止进
煤，只准在保证清洁的情况下才能出煤，同时要
求他们认清形势，鼓励转型。

（七）该举报件反映“许良镇政府还在三栗
庄园区的公路上设点违规收费”。

经查，该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经许良镇调查反映三栗庄煤炭物流园区成

立于 2016年 4月份，在三栗庄村周边原有煤场
基础上建立，共有煤炭经营户 46家，三栗庄园
区道路长约1.4公里，宽为12米，沥青路面。该
路不光是园区道路，同时也是许良镇、磨头镇周
边二十几个村、2万余村民出行的主要道路。由
于年久失修，道路破损严重，下雨天更是泥泞不
堪，导致车辆带泥行驶，周边群众出行极为不
便，严重影响了当地生产、生活需要。

三栗庄煤炭物流园区协会于2016年9月份成
立，成立之初，协会成员就商定对该路进行修复，改
善环境、方便群众出行。由于修路需要大量资金，
协会成员多次开会研究，最终在2017年8月份商
定，自筹资金进行修路，在2017年 9月修成了长
1.8公里、宽12米的沥青道路，除了园区范围内的
1.4公里，还向北延伸了400米，连通了下水磨、赵
后两个村的出村路口，受到了周边群众好评。

按照焦作市《焦作市煤场环境污染整治工
作深化方案实施细则》（焦环攻坚办﹝2017﹞301
号）文件要求，各园区要在出入口建立车辆冲洗
设备，所有运煤车辆驶出园区要进行全车冲洗，
以免带泥上路。三栗庄园区协会经过协商，于
2017年 9月，在三栗庄园区最北端修建了车辆
冲洗设备，商定只对进出园区的运煤车辆进行
冲洗并收费，其他过往车辆一律不收费，所收资
金用于园区内日常保洁、道路清扫洒水、雇用工
人开资等环保方面的投入。

（八）该举报件反映“把属于基本农田的三
栗庄园区用地更改为建设用地，每亩田地收费
36000元”。

经查，该举报内容不属实。
根据国土部门套图对比，三栗庄园区未占

用基本农田，也不存在把属于基本农田的三栗
庄园区用地更改为建设用地问题，三栗庄园区
用地现状地类为建设用地、采矿用地、有林地、
农村道路、沟渠等。博爱县国土部门和许良镇
政府从来没有组织办理过相关手续，更没有向
每亩田地收费36000元。

处理及整改情况：1.对举报件中反映的“现
在每天村里都是黑乎乎一片，尤其是大风天气，
半空中黑雾浓浓”的情况，这是博爱县煤场现阶
段实际存在的问题。2017年以来博爱县环保
局对煤炭园区环保违法问题共计处罚20家次，
处罚金额21万元。下一步，博爱县环保部门将
加大对煤炭物流园的执法力度，发现环保违法
行为严肃处理。

2.对举报件中反映的“并且与居民房屋仅
仅一墙之隔。未整合前，煤炭场距离村庄还有
500 余米”的问题，许良镇政府已将大新庄园
区、三栗庄园区距离居民房较近的 3家煤场全
部列入关闭名单内，下步严格按照市、县煤场污
染整治方案要求，于2018年 6月 30日前将这些
煤场彻底关闭。

3.对于举报中反映的“许良镇政府还在三
栗庄园区的公路上设点违规收费”的问题，许良
镇政府已责成三栗庄煤炭物流园区停止收取冲
洗费，许良镇政府已责令相关部门介入调查，如
发现有违法违纪行为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4.2018年以来，按《焦作市环境污染防治攻
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全市经营性
煤场环境污染整治工作的通知》（焦环攻坚办
〔2018〕97号）文件要求，对 89家因高压线路、
油气管道、用地性质、环评等手续不符合经营条
件的煤场，6月 30日前实施关闭，95家待整改
煤场 7月 15日前必须对标完成整改，逾期未完
成的 8月 15日前实施关闭。5月份，已对 89家
不合规煤场实施“两断”，各责任乡镇、博爱农场
组织不合规煤场经营户签订“三清”承诺书并开
展存煤清运。6月 16日，召开博爱县经营性煤

场环境污染整治工作推进会，成立由博爱县县
委常委、常务副县长任组长，4名副县级干部任
副组长的煤炭市场环境污染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下设办公室和信访稳定组、综合执法组、督导问
责组3个专项工作小组。同时下发《进一步推动
煤炭市场环境污染整治的实施方案》，建立健全
镇、村干部分包煤场机制，工作组包片机制，县级
领导督导机制，挂图作战机制，分析研判机制等5
项工作机制，博爱县主要成员单位抽调35人成
立整治工作小组，脱离业务工作，集中力量入驻
园区，保证按时按量完成整治任务。

问责情况：暂无问责。
六十八、焦作市孟州市 D410000201806140085
反映情况：焦作市孟州市谷旦镇禹寺村西北角有

家大型养猪场，老板杨六东是村党支部书记，粪便直排

小树林里的坑里，污染地下水。至今无任何整改。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该举报属实。
（一）关于粪便直排小树林里的坑里，污染

地下水问题。
经调查，该养殖场粪便、废水进入沼气池处

理后，排到场外集水池内，然后顺明渠排向 50
米外树林内、顺树行间的浅沟内集存，树林面积
约2亩，其间未发现坑。

2018年 6月 3日，孟州市环保部门委托第
三方检测公司对养殖场周边地下水井和禹寺村
的饮用水共 5个点位进行了取样检测，经检测
显示，两个饮用水样达到《地下水质量标准》中
Ⅲ类水标准，其余农业生产用水高锰酸钾指数、
氨氮等指标未达到《地下水质量标准》中Ⅲ类水
标准。此项问题属实。

（二）关于至今无任何整改问题
该养殖场自 6月 3日以来，按照整改措施，

逐项进行整改。目前，场区内卫生已经打扫完
毕；树林内的沼液残渣晾晒后装袋堆放在场内，
用于施肥；由专家设计的沼液收集池，土方开挖
已完成，正在进行垒墙、粉刷等后续作业。此项
问题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下一步，孟州市将进一步
加强对该养殖场的监管，督促其加快环保设施
的建设，确保正常运转。同时，举一反三，加强
日常巡查，确保类似问题不再发生。

问责情况：无。
六十九、焦作市温县 D410000201806150023
反映情况：焦作市温县滩陆庄村正南黄河边

（巩义和荥阳交界处的位置），每天 22时之后有人

在此处抽砂挖砂，运砂走的是温县的路。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该举报件属实。
1.关于反映焦作市温县滩陆庄村正南黄河边

（巩义和荥阳交界处的位置），每天22时之后有人
在此处抽砂挖砂的问题。经国土部门现场勘查，
举报位置定位与“温县与巩义所有权接边界线”的
影像图套合，结合谷歌地图比对，该地块大致位于
东经113°08′04″、北纬34°51′03″，该位
置位于巩义市境内。温县河务局在2018年 4月
19日、5月17日河道巡查中发现黄河大桥东、张
王庄南及滩陆庄南存在非法采砂现象。因事发
地点属于巩义市行政区，无法跨境执法，温县河
务局分别于 4月 20日、5月 18日向巩义河务局
函告此事。5月23日，巩义河务局对非法采砂行
为进行了查处。6月15日，根据该信访举报件反
映的问题，温县河务局在第一时间电话告知了巩
义市河务局及荥阳河务局。

2.关于反映运砂走的是温县的路问题。6
月 19日，温县公安局安排警力到滩陆庄南进行
检查，未发现有运砂车辆从温县辖区通行。

处理及整改情况：
1.温县公安局已安排警力对全县河道开展

巡查，尤其对23时至3时这一高危时段，要求巡
逻警力以每两小时过一遍的频率开展巡查防范，
全面挤压非法采砂违法行为的空间，确保打击整
治非法采砂专项行动取得实效。2.温县河务局
组织水政监察人员重点对该河段加大河道巡查
力度，高度关注河道内情况，并对本辖区域进行
全面排查，增加河道巡查密度，杜绝本辖区类似
情况发生。

问责情况：无。
七十、焦作市博爱县 X410000201806140039(*)
反映情况：焦作市博爱县建宏机动车检测

中心（私人企业），私自降低环保检测标准，将在

外地市环保检测不合格车辆吸收到本检测中

心，本省的郑州、济源，外省的山西晋城、长治、

太原等环保检测不合格大货车、特种车在本中

心检测，环保全部合格。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该举报内容不属实。
（一）审查公司资质、确保主体合法。6月

15 日，博爱县公安局、县环保局、县质监局组
织调查人员对信访举报问题进行调查落实，
信访举报件交办单中的博爱县建宏机动车检
测有限公司位于博爱县贵屯村东丰收路北
侧，属独立法人企业，成立于 2011 年 3 月，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1082256984278XG，
于 2014 年取得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资质，
2015年取得环保检测资质，各项证照齐全，属
于合法企业。

（二）细查检测流程、保证数据真实。焦作
市博爱县建宏机动车检测中心所有环保检测数
据只有实时上传至焦作市机动车排污监控中心
和河南省机动车环保检测平台，核实并核准符
合 GB-3847-2005、HJ/T241-2005标准后方
可出具排气污染物检测合格报告，认定为环保
数据达标；此报告为系统自动审核生成，不可能
有人为改变数据现象发生。通过在焦作市机动
车排污监控中心调取近期博爱县建宏机动车检
测有限公司的检测数据，其中该公司 2018年 1
月 1日至 2018年 6月 15日共检测郑州、济源、
晋城、长治、太原大货车、特种车共计398辆，其
中 3辆由于环保检测不达标，已由焦作市机动
车排污监控中心进行了平台锁定，待维修治理
后方可复检。

（下转第十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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