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十六版）
(三)抽查检验结果、严格执行标准。依据

《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和河南省环保厅机动
车环检机构检查作业指导书》的要求，对398份
检验报告随机抽查 5份和对河南省机动车环保
监测监控平台系统显示的相关信息进行抽查，
该公司机动车环检是按照《河南省在用机动车
排气污染物测量方法及排放限值》（河南省环保
厅 2015年 1号公告）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同
时对该公司出具的机动车环检检验报告授权人
签字情况等相关内容进行检查，均未发现问题；
该公司用于环境检测的计量器具均取得了有效
期检定报告；未发现该公司存在私自降低环保
检测标准问题。

处理及整改情况：
该举报内容不属实，但是博爱县领导高度

重视，严格要求，下步工作中，将对该公司加大
监管力度，增加检查频次，确保该公司各项业务
及操作流程严格按照《河南省在用机动车排气
污染物测量方法及排放限值》的规定标准执行，
发现违规违法行为严厉进行打击处理。

问责情况：无。
七十一、焦作市孟州市 X410000201806150008（*）
反映情况：1.孟州市环境监察大队经常接受

孟州市河阳办事处双诚锁厂（实为炼铁厂）和城

伯镇前姚制锁厂的宴请，地点经常在沁阳市和孟

州市，每次均有监察大队赵海洋等人参加。2.双

诚锁厂，是在集体耕地上私建厂房，没有合法环

评资质，都在孟州市城镇边上，严重的炼铁废气，

油烟污染，群众数次举报，竟能照常生产。3.双

诚锁厂和前姚（两家铸造企业）锁厂，举报人曾经

常领监察大队到现场举报，过后仍能夜里照常生

产，喷漆照常，炼铁照常。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该举报属实。
（一）关于孟州市环境监察大队经常接受孟

州市河阳办事处双诚锁厂（实为炼铁厂）和城伯
镇前姚制锁厂的宴请，地点经常在沁阳市和孟
州市，每次均有监察大队赵海洋等人参加问题。

该问题，孟州市纪委监委已介入调查，正在
核实。

（二）关于双诚锁厂，是在集体耕地上私建
厂房，没有合法环评资质，都在孟州市城镇边
上，严重的炼铁废气，油烟污染，群众数次举报，
竟能照常生产问题。

经调查，孟州市双诚制锁厂位于孟州市河
阳办事处梁村北侧，距离梁村居民区240米，系
租用废弃铸造厂进行改建，不在孟州市城市总
体规划范围内。该厂建设有年产 1万吨锁体项
目，该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2017

年 5月通过孟州市环境保护局批复（孟环评表
字〔2017〕11 号），并于 2017 年 11 月通过竣工
环保验收（孟环验字〔2017〕9号）。该项目生产
工艺为将生铁熔炼，浇铸后退火、切坯后制成成
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主要为熔炼、切坯等
工段产生的颗粒物。按照环评要求，该厂建设
了相应的污染物防治设施，颗粒物收集后，经袋
式除尘器除尘后达标排放。根据焦作市和盛环
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验收监测报告显示，该
厂颗粒物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二级标准限值要求。

此项问题不属实。
（三）关于双诚锁厂和前姚（两家铸造企业）

锁厂，举报人曾经常领监察大队到现场举报，过
后仍能夜里照常生产，喷漆照常，炼铁照常问题。

经调查，孟州市双诚制锁厂未接到群众带
领孟州市环境保护部门监察大队人员到现场举
报的情况，该厂未建设喷漆工段。

孟州市前姚制锁厂位于孟州市城伯镇前姚
村东侧，共建设两个项目，分别为锁具制造项目
和年产 12000吨锁体项目。其中，锁具制造项
目于1996年经孟州市环境保护局审批（孟环评
表字〔1996〕第 08号），1997年 8月 7日完成该
项目环评验收（孟环保〔1997〕02 号）；年产
12000吨锁体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于 2017年 6月通过孟州市环境保护局批复（孟
环评表字〔2017〕19号），生产工艺为将生铁熔
炼，浇铸后退火、切坯后制成成品。该项目已基
本建成，正处于调试生产、自主验收阶段，目前
已通过专家评审。

2018年 3月 29日，接到群众关于孟州市前
姚制锁厂环保问题的投诉后，孟州市环境保护局
监察大队人员随投诉人到孟州市前姚制锁厂进
行现场检查。现场检查中发现，该企业擅自建设
喷漆工段，与环评文件不符。现场下达了《责令
（限期）改正通知书》（孟罚责改〔2018〕第N008
号），责令其喷漆工段停产，重新报批环评手续，
并对该厂批建不符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了立
案。4月25日，孟州市环境保护局执法人员对该
厂进行检查，喷漆工段已停产。6月 16日，现场
检查时，该厂未生产，喷漆设备正在拆除中。

由于以上两家企业的主要生产设备为中频
电炉，用电量较高，根据峰谷分时电价政策，为
避开用电高峰期，铸造生产主要为夜间进行。

此项问题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1.孟州市纪委监委将根

据调查核实情况，依法依规对赵海洋等人做出
处理。2.孟州市环境保护局对孟州市前姚制锁
厂批建不符的环境违法行为立案调查，对其下

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孟环罚决字〔2018〕第 06
号），处以罚款 5万元。目前，该企业喷漆设备
已拆除到位，处罚已到位。

问责情况：无。
七十二、新乡市辉县 D410000201806020030
反映情况：新乡辉县市吴村镇中铝二号公路两

边有几十家沙场、煤场，生产过程中粉尘、噪声污染

扰民。运输过程中损坏道路，物料沿路抛洒，扬尘污

染。这些厂因为督察组进驻，昨天已经临时停产。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情况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位于吴村镇中铝二号路

两侧的15家沙场、煤场等物料临时存放点已全
部清除到位，传送带、颚破、锤破等主要设备已
拆除到位，复耕基本到位。

问责情况：按照污染治理主体责任和网格
化环境监管责任划分，对孙长明等 6名责任人
员给予诫勉谈话处分。

七十三、新乡市新乡县 X410000201806150085
反映情况：新乡县小冀镇都富村有一个新

乡六通化工，产品气味非常刺鼻，废水污染非常

严重，没有任何处理气味的设施，随意排放，一到

晚上基本全村都笼罩一层白雾，气味刺鼻，废水

随意排到孟姜女河中，河水常年是黑绿色的，而

且还散发着恶臭的气味。

调查核实情况：1.关于气味刺鼻的举报问
题。经调查，该问题不属实。该公司建设有日处
理量200吨的污水处理设施，氰化工序和精馏工
序的工艺废气通过醇液喷淋吸收和活性炭吸附
后有组织排放；水解工序的工艺废气通过活性炭
吸附、水喷淋吸收和尾气酸液中和后有组织排
放；酸化工序和烘干工序的工艺废气通过碱液喷
淋吸收回用于生产；污水生化处理工序的工艺废
气通过臭氧喷淋吸收、低温等离子和活性炭氧化
吸附共三级处理后有组织排放。经查，该公司在
2017年 3月 11日发生了安全事故，事故发生后
一直处于停产整改状态。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未
生产，废水总排口无废水排放，现场未闻到明显
气味。2.针对废水污染的举报问题。经调查不
属实。该公司在2017年3月11日发生安全事故
后至今一直处于善后处置和停产整改状态。该
公司原废水排放去向为西孟姜女河，建设专用管
道排入青龙路污水管网（已建成未启用），进入贾
屯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经调查，“河水常年
是黑绿色的，而且还散发着恶臭的气味”的问题
属实。西孟姜女河在新乡县境内全长11公里，
属于纳污河道，无天然径流，主要接纳了来自上
游获嘉县生产生活废水和新乡县小冀镇都富村、
秦村营村的生活污水以及翟坡镇的生活污水，河
水中有藻类产生，呈绿色，有臭味。

处理及整改情况：为了整治西孟姜女河，县
政府制定了整改方案。一是要求小冀镇政府对
都富村、秦村营村的生活污水进行整治；翟坡镇
政府对小宋佛村的生活污水进行整治。二是加
快推进位于西孟姜女河下游的翟坡镇污水处理
厂建设，该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议书于 2016年 9
月经新乡县发改委批复，环评于 2017年 8月经
新乡市环保局审批，2017年 10月份开工建设，
目前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

问责情况：无。
七十四、新乡市封丘县延津县 D410000201806130049
反映情况：封丘县与延津县僧固乡东史固

村交界处有一个化工厂，生产过程中产生废气，

污染环境。多次反映未解决。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厂区外未发现有刺鼻性
气味，生产车间内有难闻的气味，举报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要求企业在开工生产前，
需向延津县环境保护局递交申请，经验收合格
后方可投入生产。

问责情况：无。
七十五、焦作市沁阳市 D410000201806090067（*）
反映情况：焦作市沁阳市沁园办事处袁屯

村，1.村西边有一家超威电瓶厂，用高压水泵往

地下排污水。2.佳杰塑壳厂生产废气导致周边

树木枯黄。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该举报反映的问题部
分属实。

（一）沁阳市沁园办事处袁屯村西边有一家
超威电瓶厂，用高压水泵往地下排污水。经查，
该举报不属实。

1.企业基本情况。举报人反映的超威电瓶
厂为河南超威电源有限公司，位于沁阳市沁园
办事处袁屯村西。该公司年产 2000万只储能
型阀控密封铅酸电池、动力型汽车用蓄电池、大
容量免维护蓄电池，分两期建设，一期项目为年
产 900万只高效节能电动车蓄电池（北厂区），
于2011年 9月 14日通过焦作市环保局验收（焦
环评验〔2011〕44号），二期项目为年产1100万
只储能型阀控密封铅酸蓄电池、动力性汽车用
蓄电池和大容量免维护蓄电池（南厂区），于
2013年 9月 9日通过焦作市环保局验收（焦环
评验〔2013〕52号）。

2.厂区用水及治理情况。北厂区共有 3口
深水井，其中，1号井位于厂区西南角，紧邻厂区
寝室楼；2号井位于厂区东南角，紧邻运动馆；3
号井位于厂区北角，紧邻影壁墙。现使用 1、2
号井，均加装有远程在线监控水表，每天出水量
约260吨，其中，工业用水使用250吨，生活用水
使用10吨，用于员工洗漱和食堂使用。南厂区共

有3口深水井，其中，1号井位于厂区东北角，紧邻
厂区餐厅；2号井位于厂区正北，紧邻门岗；3号井
位于厂区西南角，紧邻锅炉房。现3口井都在使
用，均加装有机械水表，每天出水量共计约 300
吨，供厂区生产、生活使用。其中，工业用水297
吨，生活用水3吨，用于员工洗漱和食堂使用。

南北厂区工业污水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
全部循环使用，不外排，生活污水经处理后排入
城市污水管网。

工业污水处理流程：工业污水原水池加入氢
氧化钠调节pH值至7.5~8.5，进入中和反应曝气
池，之后泵提加入重金属捕捉剂过饱和溶液进入
一级搅拌池，加入复核药剂（红药）过饱和溶液进
入二级搅拌池，加入复合药剂（白药）过饱和溶液
进入三级搅拌池，之后进入斜坡沉淀池，过压滤
机压滤硅藻土入库，再进入四级沉淀池，工业污
水处理合格后经中水回收循环使用。

生活污水处理流程：生活污水进入生化系
统处理达标后外排至城市污水管网。

3.地下水监测情况。超威公司每年委托河
南博晟检验技术有限公司对地下水进行监测，
2018年 3月，监测报告显示地下水全部数据均
符合国家三级饮用水标准。

经沁阳市环保局现场检查，该公司污水处
理设施运行正常，不存在用高压水泵往地下排
放污水的行为。

（二）佳杰塑壳厂生产废气导致周边树木枯黄。
经查，该举报部分属实。
1.企业基本情况。举报人反映的佳杰塑壳

厂为沁阳市佳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位于沁阳
市沁园办事处袁屯村西，超威公司南邻。该公
司年产 1960 万只蓄电池塑壳，迁建项目于
2016年 7月 21日通过焦作市环保局审批（焦环
审〔2016〕40 号），2017 年 9 月建成试生产，
2018年 5月聘请第三方进行自主验收，目前正
在公示期。该公司主要生产 ABS塑料蓄电池
外壳，生产工艺为ABS片料→造粒熔融→挤出
拉粒→水冷却→切粒→配料成型→自检→成品
入库。废气主要污染因子为非甲烷总烃和粉
尘，经配套的非甲烷总烃和粉尘治理设施处理
后高空排放。2018年 4月，经深圳市宇驰检测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检测，该公司废气排放口非
甲烷总烃和粉尘排放浓度均低于国家规定的排
放标准。

2.树木枯黄情况。经沁阳市环保局对袁
屯村及该公司厂区内外花草树木进行现场排
查，发现位于该公司东约 200 米，适居路南端
约 400米区域内，有 89棵法国梧桐树叶发黄、
微卷，（下转第十八版）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交办案件办理结果公示
（第17批）

专版│172018年6月27日 星期三
组版编辑 薛迎辉 金京艺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科技创新工作精

神，践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助推全省发挥优势打

好“四张牌”，为开创中部地区全面崛起新局面、让

中原更加出彩提供坚强科技支撑。河南省科学院

现面向全省公开征集重点支柱产业发展中急需突

破的重大共性关键（卡脖子）技术需求，着力改革

体制机制，整合院内外创新资源，通过自主创新、

开放创新、协同创新三个途径破解难题。

河南省科学院始建于 1958年，前身为中国科

学院河南分院，是省政府直属正厅级事业单位、河

南唯一的综合性自然科学研究机构、省政府与中

国科学院共建单位、全国科学院联盟成员单位，也

是全国规模较大、科研开发实力较强的省级科学

院之一，是河南省科技创新的重要骨干力量。通

过多年来科研方向凝练和优势学科建设，目前全

院在先进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绿色化学化工技

术、遥感与 GIS技术、民用非动力核技术、生物工

程与药物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技术、

食品安全技术等学科领域形成了明显的研发和转

化优势。2010年以来，全院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

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省科技进步一等奖6

项，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出了重要贡献，为

河南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新时代担当新使命、呼唤新作为，河南省科学

院以落实《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河南

省科学院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的意见》（豫政

办〔2017〕35号）为契机，不断激发科技创新活力

动力，聚焦关键领域“卡脖子”科技难题，面向先进

科学技术，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全省发展重大需

求，突出应用技术研究和产业重大共性关键技术

研发，大力促进科技与经济精准对接，加速科技成

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努力建设成为在全国有影

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我省高层次科技创新

创业人才的集聚高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重要

基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端科技智库，为推动河

南高质量发展厚植科技支撑。

征集对象：河南省内各类企事业单位。

征集范围：智能终端及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

造技术、新材料技术、绿色化工技术、新能源技术、

食品制造与安全技术、现代农业技术、生物医药与

健康技术、资源高效利用与环境保护技术、智慧城

市与数字社会技术、现代服务技术等河南省重点

支柱产业领域。

征集方式：请登录“河南省科学院网站（http:

//www.hnskxy.com）”，在“通知公告”栏中打开

“关于面向全省征集重点支柱产业（企业）重大共

性关键（卡脖子）技术难题的公告”，下载“全省重

点支柱产业重大共性关键（卡脖子）技术需求

表”。请于2018年 7月 10日前将技术需求表发送

至河南省科学院科研外事处邮箱（hnskxykyc@

126.com）。

征集工作完成后，我院将在充分论证的基础

上，针对相关技术需求，集聚国内外人才、平台、技

术等创新资源，联合企业技术人员协同创新，以期

解决企业急需的技术难题，努力研发出一批前瞻

性、引领性技术创新成果，服务企业转型发展，在

创新实践中努力培育出一批创新引领型企业、人

才、平台和机构。

有意向合作单位可来我院实地调研，洽谈具

体合作事宜。河南省科学院有较强的人才、技术

优势，有良好的科研开发条件和基础，诚邀省内外

科技界、企业界、金融界开展经济技术合作与交

流，互惠互利，共创辉煌。

咨询电话：

河南省科学院科研外事处

黄敬洛

0371-65727338 13837107622

韩宇辉

0371-65727294 13838559138

2018年6月24日

河南省科学院
面向全省征集重点支柱产业重大共性关键

技术（卡脖子）难题的公告

省级重点实验室（8个）：

省精细化工重点实验室、省生物质能源重

点实验室、省遥感与GIS重点实验室、省微生物

工程重点实验室、省化学催化重点实验室、省核

农学重点实验室、省辐射化学新材料重点实验

室、省物联网感知技术与系统重点实验室

省级国际联合实验室（2个）：

省环境功能材料国际联合实验室、省生物

质基能源及材料国际联合实验室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9个）：

省自动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新型建材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食品质量安全控制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省木质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省电子政务工程技术中心、省精细化工中间

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辐射加工工程研究

中心、省植物天然产物开发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省

秸秆能源化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工业

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电子束辐射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省辐射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省电子化学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理化分

析测试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高性能粘接与

密封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秸秆热解转化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工业废水吸附分离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省冶金余热固废资源利用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省工程实验室（2个）：

电子化学品河南省工程实验室、食品安全

大数据关键技术与应用河南省工程实验室

省级院士工作站（5个）：

省航空遥感应用院士工作站、省植物天然

产物研究与开发院士工作站、省绿色合成与资

源高效利用院士工作站、省核技术农业应用院

士工作站、省微生物资源利用院士工作站

省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1个）：

河南省数字环境考古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国家部委授牌的创新平台（5个）：

河南工业云创新服务平台（国家工业云创

新服务试点）、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地理国情监

测中原中心、国家天然产物标准制定与检测中

心、国家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评价中心、国家中

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河南省科学院系统单位

3家公益类单位：

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省科学院质量检验与

分析测试研究中心、省科学院高新技术研究中心

9家转制院所+院系统企业：

省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有限公司、省科学院同

位素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

有限责任公司、省科学院能源研究所有限公司、省

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有限公司、省化工研究所

有限责任公司、河南建筑材料研究设计院有限责

任公司、河南省冶金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河南省

商业科学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河南科学》杂志

社、河南省生物技术开发中心、河南省高新技术实

业总公司、河南科高辐射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23个创新研发单元：

生物质能源及材料创新研究中心、农业产

品辐照加工创新研究中心、环境功能材料创新

研究中心、电子化学品创新研究中心、物联网感

知技术与系统创新研究中心、天然产物创新研

究中心、工业酶创新研究中心、高性能粘结与密

封材料创新研究中心、药物化学创新研究中心、

辐射化工新材料创新研究中心、同位素示踪测

井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免疫检测技术创新研究

中心、微生物资源利用创新研究中心、化学清洗

及工业水处理创新研究中心、微系统与物联网

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工业废水吸附分离创新研

究中心、化学催化与新型功能材料创新研究中

心、精细化工中间体创新研究中心、绿色建材创

新研究中心、碳减排与利用创新研究中心、食品

安全与营养健康创新研究中心、秸秆热解转化创

新研究中心、高分子材料辐射改性创新研究中心

河南省科学院省部级创新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