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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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18年6月27日 星期三
组版编辑 薛迎辉 金京艺

（上接第十七版）其他植物正常。沁阳市环保局
对佳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现场检查时，该公司
废气和粉尘处理设施运行正常，但发现造粒车
间内 10 台造粒机集气罩头较小，集气效率不
高；造粒机运行时，车间门窗关闭不严，造成废
气不能全部收集处理，存在无组织废气排放行
为。

处理及整改情况：1.沁阳市环保局要求超
威公司进一步加强工业和生活污水规范化管
理，定期将监测数据在厂区门口及附近村庄进
行公示，及时消除群众疑虑。2.沁阳市环保局
在2018年 5月 31日，已对佳杰塑料制品有限公
司存在的环境违法行为立案查处，并于 6月 5
日，对该公司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沁环监
〔2018〕27号），要求该公司对环境违法行为立
即进行整改。

问责情况：无。
七十六、焦作市沁阳市 D410000201806100030（*）
反映情况：焦作市沁阳市干河王召乡段，城

区南边下游水质呈黑色，怀疑是附近化肥厂、造

纸厂、皮革厂排污。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该举报部分属实。
一、涉及企业及污水处理情况。
目前，沁阳市城区干河沿线共有 9家重点

涉水企业，其中，造纸厂 2家、皮革皮毛厂 5家、
污水处理厂 2家，没有化肥厂。

1.沁阳市鸿福纸业有限公司。2016年，该
公司年产4万吨果袋纸及无碳原纸项目按照河
南省环保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环保违法违规建设
项目清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完成了环境现状评
估，并经沁阳市环保局备案公告。项目配套建
设有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工艺是物理沉淀+化学
处理+生物处理，污水处理达标后排入城市污水
管网。

2.沁阳市林安特种纸制品厂。2016年，该
公司年产 5.2万吨特种纸项目按照河南省环保
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
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完成了环境现状评估，并
经沁阳市环保局备案公告。项目配套建设有
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工艺是物理沉淀+化学处
理+生物处理，污水处理达标后排入城市污水
管网。

3.沁阳市神牛皮革制品厂。2016年，该公
司年加工蓝湿牛皮 45万张生产线项目按照河
南省环保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环保违法违规建设
项目清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完成了环境现状评
估，并经沁阳市环保局备案公告。项目配套建
设有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工艺是物理沉淀+化学
处理+生物处理，污水处理达标后排入城市污水
管网。

4.沁阳市协和皮业有限公司。2016年，该
公司年加工 20万张牛皮、90万张羊皮的生产
项目按照河南省环保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环保
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完成
了环境现状评估，并经沁阳市环保局备案公
告。项目配套建设有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工艺
是物理沉淀+化学处理+生物处理，污水处理
达标后排入城市污水管网。

5.河南亚中皮毛制品有限公司。2016年，
该公司年加工 90万张绵羊皮项目按照河南省
环保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
目清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完成了环境现状评
估，并经沁阳市环保局备案公告。项目配套建
设有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工艺是物理沉淀+化
学处理+生物处理，污水处理达标后排入城市
污水管网。

6. 河 南 省 康 达 裘 革 皮 制 品 有 限 公 司 。
2016年，该公司年加工羊剪绒、羊裘皮 30万张
项目按照河南省环保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环保
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完成
了环境现状评估，并经沁阳市环保局备案公
告。项目配套建设有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工艺
是物理沉淀+化学处理+生物处理，污水处理
达标后排入城市污水管网。

7.沁阳市鼎龙制革有限公司。2016年，该
公司年加工 30万张牛皮革项目按照河南省环
保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
清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完成了环境现状评估，
并经沁阳市环保局备案公告。项目配套建设
有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工艺是物理沉淀+化学
处理+生物处理，污水处理达标后排入城市污
水管网。

8.焦作中持水务有限公司。该公司 4 万

吨/日城市生活污水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于
2011 年 1 月经焦作环保局批复（焦环评表字
〔2011〕13号），于 2013年 8月通过焦作市环保
局验收（焦环评验〔2013〕48号）。污水处理采
用多级A/O工艺，经处理达标后排入干河。

9.沁阳市源清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该公司
2 万吨/日城市生活污水处理项目，于 2007 年
12月，经焦作环保局批复（焦环评表字〔2005〕
146号），于 2011年 11月 28日，由焦作市环保
局进行了验收（焦环开验〔2007〕36号）。污水
处理采用A2O活性污泥工艺，经处理达标后排
入干河。

经调阅以上 9家企业近期的水质在线自动
监控数据，显示 7家工业企业排放的废水均符
合污水处理厂的进水标准，2家污水处理厂外
排水符合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放标准。

二、城南干河下游水质情况。
沁阳市住建局到干河下游王召乡段实地

查看，发现该段水体确实存在发黑现象，但水
量较小。具体原因如下：一是由于沁阳市滨河
公园改造，干河水面扩宽，对南北两侧污水管
网进行重新铺设，部分管网断裂，污水流入干
河内，从临时围坝渗漏到下游；二是近期降水
较多，干河内水量较大，将渗漏出围坝的污水
和底泥冲至干河下游王召段内；三是近期天气
炎热，被冲到下游的污水和底泥在渠道内发
酵，部分水质变黑；四是为了不影响滨河公园
改造施工，沁阳市将上游新鲜水源截断，导致
干河内无新鲜水源补充，一定程度影响了干河
水质。

处理及整改情况：1.环保部门继续加强对
沿河工业企业的监管力度，确保企业污水治理
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2.要求
滨河公园改造施工单位一方面加固围坝，杜绝
污水继续渗透，另外一方面加快工程进度，早
日完成改造项目，预计年底前土建工程可以竣
工，可以开闸放水，给干河补充新鲜水源，彻底
解决下游水体发黑问题。3.沁阳市沿河两家污
水处理厂每日排放约 3万吨达标水进入干河，
极大改善了下游王召乡段水质。

问责情况：无。
七十七、郑州市城管委 D410000201806070072/

D410000201806070052/D410000201806070073/
D410000201806070110/D410000201806070119/
D410000201806070129/D410000201806080030/
D410000201806080035/D410000201806070085/
D410000201806070090/D410000201806090079/
D410000201806090073/D410000201806090100/
X410000201806100019/D410000201806140007/
D410000201806140019/D410000201806120118/
D410000201806120111/D410000201806120044/
D410000201806100076/D410000201806100058/
D410000201806100099/D410000201806110001/
D410000201806110030/D410000201806080055/
D410000201806080062/D410000201806080081/
D410000201806090001/D410000201806090005/
D410000201806090018/D410000201806090026/
D410000201806090027/D410000201806090033/
D410000201806020001/D410000201806020099/

反映情况：郑州市荥阳市贾峪镇要建一个日

处理 4500吨的垃圾处理厂，垃圾焚烧厂股东是郑

州市能源公司，该公司法人是郑州市城管局局长

李雪生。距离居民区特别近，附近有洞林湖风景

区，选址不合理；认为危害健康，附近居民 30万人

左右，业主上交 7000份反对意见书，没有回复结

果，想知道为什么没有公示垃圾处理场处理结果；

上访没有理由拘留业主；要求重新选址，公众参

与。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该问题涉及郑州西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厂，郑州市按照《“十二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国办发〔2012〕23
号）提出的“土地资源短缺、人口基数大的城
市，要减少原生生活垃圾填埋量，优先采用焚
烧处理技术”要求，2014年启动了郑州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的规划与建设工作，经过
在全市统筹布局、科学规划，计划在荥阳市贾
峪镇上湾村建设一座日处理能力约 4000 吨
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主要处理荥阳市、
上街区、郑州西部城区等区域的生活垃圾。

项目计划采用机械炉排炉处理技术，该
工艺是目前世界上最成熟的垃圾焚烧发电

处理工艺，将垃圾作为燃料送入炉膛内进行
燃烧，释放出热能并转化为高温的燃烧气和
性质稳定的炉渣。炉渣进行综合利用，余热
锅炉以水为工质吸收高温烟气中的热量，产
生蒸汽供汽轮发电机组发电，最终形成电力
能源。

烟气处理拟选用当前国际最先进的“SN-
CR+半干法+干法+活性炭喷射+布袋除尘+
湿法+SCR”组合烟气净化工艺，烟气排放标准
优 于 国 家《生 活 垃 圾 焚 烧 污 染 控 制 标 准》
（GB18485-2014）和欧盟 2010 的标准，为国
内同类项目中最严格的烟气排放标准，在国际
上处于领先水平，确保环保达标，人民群众身
心得到充分保障。

（二）进展情况
1.选址工作。
2015年 4月 2日，郑州市政府召开规划联

审联批会，审议通过项目选址方案，要求“优先
抓紧推进荥阳市南部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建设工
作”。

2016 年 6 月 29 日，荥阳市城乡规划委员
会召开会议审议项目选址，要求“在确定其选
址范围不涉及煤矿采空区的情况下可同意其
选址”。

2017 年 7 月 25 日，郑州市规划局组织召
开郑州西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规划论
证报告专家评审，原则同意该规划选址。

2017 年 11 月 3 日，郑州市政府召开规划
联审联批会审议通过了项目选址规划。

2.环评工作。项目目前正处于环评阶段。
二、调查情况
问题一：
1.经调查，垃圾焚烧厂股东不是郑州市能

源公司，而是郑州荥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2.郑州市城市管理局是郑州市垃圾处理

的行业主管单位，郑州荥泽环保能源有限公
司是经郑州市国资委批准成立的国有公司，
负责郑州西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投资、
建设和运营。项目将严格按照“政府主导、公
众参与、依法合规、有序推进”的原则，在项目
建设和运营期间，全面落实政府监管、公众监
督、企业自律、第三方监测的“四层监管模
式”，确保维护好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

综上，该问题部分属实。
问题二：
1.环境防护距离问题
《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环发〔2008〕82 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作
的意见》（建城〔2016〕227号）《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条件（试行）》（环办环评
〔2018〕20号）等文件规定：“环境防护距离不小
于300米。”该项目规划选址位置距离洞林湖片
区超过3000米，符合国家关于环境防护距离的
要求。

2.项目公开情况。2018 年 3月 30 日荥阳
市政府在官网上发布《关于拟在贾峪镇规划建
设郑州（西部）环保能源工程的公告》，4月 28
日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在官网发布《郑州西部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情况说明》。

3.项目信访及处理情况
2018年 4月 8日至 29日，新田城、恒大、碧

桂园三个小区的部分业主先后到郑州市委市
政府、中央巡视组驻地、郑州市城管局和省政
府进行集访，反映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相关问
题。郑州市相关部门积极协调三家房地产公
司尽快选出业主代表，引导业主依法依规合理
表达诉求。截至目前共收到业主诉求 7批次、
5962 份书面材料，4个电话反映，现已对反映
的问题进行了分类，并向各相关部门征求了回
复意见。

4.目前开展的工作。正在组织群众外出考
察，2018年 5月 31日至 6月 21日，已组织洞林
湖片区碧桂园、恒大山水城、新田城三个小区
业主，贾峪镇贾峪村和上湾村部分村民分别前
往江苏常州、杭州九峰、成都九江和广州李坑
垃圾焚烧发电厂参观考察。

综上，该问题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1.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按批次向群众进

行回复。
2.继续做好群众外出考察工作。6月下旬

组织项目周边村民前往常州考察参观垃圾焚

烧发电厂。
3.依法合规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待群

众外出考察工作整体结束后，适时按照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法定程序进行环评公示、公众参与
等工作。

4.加强正面宣传引导，消除民众对垃圾焚
烧发电误解，争取民众理解和支持。

5.下一步将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作
的意见》（建城〔2016〕227号）的精神，“努力让
垃圾焚烧设施与居民、社区形成利益共同体。
变‘邻避效应’为‘邻利效益’，实现共享发展”。

问责情况：无。
七十八、郑州市上街区 X410000201806090020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郑州市上街区峡

窝镇左照沟村民举报亚星创意置业公司强占左

照村土地，五证不齐，更没有环保部门办理项目

环保意见书的情况下就开始施工。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经了解，近期郑州市上街区已多次接到

左照沟村村民反映的该问题。经调查，上访
人所反映的项目土地为亚星创意置业公司
经土地招拍挂形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
出让土地，位于丹江路以南，淮阳路以西，
登封路以东。对于上访群众所反映的问题，
郑州市上街区在每次接访时均做了耐心、详
细的解释，亚星创意置业公司所占土地用地
手 续 齐 全 ，所 涉 及 地 块 为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地字第 410106201700017101号、地字第
410106201700018101 号两块土地，不存在反
映人所说的强占土地问题。所出具的环保意见
书郑上环建（2017）13 号、郑上环建（2017）14
号齐全。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 年 6 月 11 日，郑州市上街区环境攻

坚办在接到中央环保督察组“回头看”督办问
题查处工作的通知后，再次派相关科室工作人
员进行现场查看，经过详细了解后，现答复如
下：

（一）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依据《郑州市
城乡规划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在签订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建设单位应当持下列
材料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一）书面申请；（二）建设工程批
准、核准、备案文件；（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四）现状地形图；（五）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的其他材料”，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郑州市上街区已于 2017年 4月依亚星创
意置业公司的申请，办理了该项目的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

（二）土地报批和土地储备情况。反映问题
地块涉及批次为：上街区2010年第五批城市建
设用地（豫政土〔2011〕1017 号）、上街区 2012
年第二批城市建设用地（豫政土〔2013〕796
号）、上街区2010年第四批城市建设用地（豫政
土〔2011〕538号）、上街区 2011年第三批城市
建设用地（豫政土〔2012〕547号）。区土地储备
中心分别于2012年 1月、2014年 1月完成土地
征收。

（三）土地供应情况。河南亚星创意置业
有 限 公 司 通 过 土 地 招 拍 挂 取 得 了 郑 上 出
〔2017〕01 号（网）、郑上出〔2017〕01 号（网）、
郑上出〔2017〕01号（网）三宗土地使用权。

三宗土地位于上街区丹江南路以南、登封
路以东、淮阳路以西，面积 290.352 亩，土地用
途为：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四）办理不动产权证情况。2017年 5月 5
日办理了不动产权证，证号分别为：豫〔2017〕
上街区不动产权第 0006056号、豫〔2017〕上街
区不动产权第 0006059号、豫〔2017〕上街区不
动产权第 0006060号。

（五）环保部门办理项目环保意见书。河
南亚星创意置业有限公司亚星创艺建设项目
位于上街区金华路西侧、丹江南路南侧，该项
目环评 2017 年经上街区环保局（郑上环建
〔2017〕-05 号）审批。该公司亚星西湖小镇
A 区、B区和 C区建设项目位于上街区丹江南
路南侧、登封路东侧，环评也于 2017 年经上
街区环保局 （郑上环建〔2017〕12 号、郑上环
建〔2017〕13 号、郑 上 环 建〔2017〕14 号）审
批。

处理及整改情况：目前，该项目已取得不
动产登记证，正在编制规划设计方案。经现场

查看，现场内土地仅进行了地表垃圾的清理，
并未进行开工建设。郑州市上街区要求项目
单位待设计方案确定后，严格按程序报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及建筑施工许可手续，经批准后方
可开工建设。

问责情况：无。
七十九、郑州市高新区 D410000201806130052/

D410000201806130065/D410000201806140028/
D410000201806140030/D410000201806140036

反映情况：郑州市高新区化工路与碧桃路

准备建一个 10 万吨润滑油 5 万吨防冻液的化

工厂，1.安徽四维公司已经多次上黑名单还在

给化工厂做环评，存在环评作假。2.高新区规

划局随意更改用地性质。3.周边污染企业已

经很多了，又建一个化工厂，不合理。4.距离

居民区太近，附近有幼儿园、学校，还有 10 万

名居民。

调查核实情况：
自 2018 年 6 月 4 日至今，郑州市高新区

环境攻坚办、区环保局、区安监局、区规划局
等有关部门多次陪同省、市环保督察组到润
滑油项目选址现场进行检查。该项目选址范
围内土地平整，四周已设置围挡，尚未开工建
设。

（一）关于“环评造假”问题、“土地性质”问
题、“距离居民区太近，附近有幼儿园、学校，还
有 10万名居民”问题，见《河南日报》中央环保
督察组“回头看”交办案件公示第 9批 58项、第
14批第 48项和 52项。

（二）关于“周边污染企业已经很多了，又
建一个化工厂，不合理”的问题

郑州高新区是一个产业集聚区，有关部门
对进区项目严格把关，严禁高污染、高耗能项
目入区建设，严格建设项目污染防治设施“三
同时”监管，确保新投产项目符合环保要求。
加强日常监督检查，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
行，污染物达标排放。近年来，按照环境攻坚
战部署，不断加强大气污染防治，持续开展深
度治理，不断改善区域环境质量。

1.废气治理方面
根据环评报告分析，该项目大气污染物

主要为油品卸车、罐区作业、罐区静态呼吸、
油品调和等过程中产生的非甲烷总烃及职
工食堂产生的油烟。非甲烷总烃经螺旋分
离净化器处理排放浓度符合《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职工食堂油烟经净化措施处
理后，通过专用烟道引至屋顶排放。环评认
为，项目对周边环境影响不大，废气治理措
施可行。

2.废水治理方面
该项目废水主要为初期雨水、化验室仪器

清洗废水、员工生活废水，产生总量为 8034立
方米/a。初期雨水、化验室仪器清洗废水和员
工生活污水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处理，满足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要求后，再经市政管网排
入城市污水处理厂进行深度处理，对环境影响
不大。

3.噪声治理方面
该项目运营期噪声源主要为设备运行噪

声、车辆进出噪声及油品装卸噪声，其噪声级
70-90dB(A)。经减震基础、墙体隔声、厂区设
置“减速禁鸣”标志等措施后，项目厂界噪声能
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不
会产生扰民现象。

4.固体废物处置方面
该项目固废主要为添加剂包装材料、设备

擦洗产生的含油废抹布、废滤芯、罐底废油、隔
油池污油、反渗透膜等，其中，危险废物委托有
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单位妥善处理，其他固废
综合利用。

环评分析认为在落实各项环保治理措施
及风险防范措施后，所排放的各项污染物对周
围环境影响较小，项目可行。

综上，该反映问题不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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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高新区管委会高度重视，随即组织相关
单位开展全面调查，重新论证。下一步，郑州
市高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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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群众做好沟通协调工作。

问责情况：无。③4

《安全生产月 河南在行动》系列报道之三

河南叫响“安全生产中原行”品牌
□本报记者 谭勇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安全宣传常
抓不懈。

根据省政府安委办统一部署，作
为河南省开展 2018年“安全生产月”
活动的重要内容,6月 19日至 22日，
一年一度的安全生产中原行活动如
期举行，在中原大地奏响了安全生产
宣传的“最强音”。

“十三五”以来，我省安全事故总
量、较大事故总量、死亡人数持续下
降，在全国32个统计单位中事故总量
和死亡人数排名持续保持在第15~17
位之间，安全状况在人口大省和经济
大省中居领先水平，呈现持续稳定向
好的良好态势，是我省安全生产工作
成效最为明显的时期。但不容忽视的

是，目前我省共有各类生产经营单位
38万多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
量近2.4万家，安全生产任务繁重。

“通过安全生产中原行活动，广泛
宣传安全监管监察执法过程中涌现的
先进人物、先进事迹，集中曝光一批典
型非法违法企业和行为，督促企业有
效落实主体责任。”省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政策法规处处长刘崑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与此同时，大力宣传推广
企业安全生产新技术、新设备及科技
成果转化、“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
等活动，推动科技兴安深入开展。

短短几天时间里，安全生产中原
行采访团深入到洛阳市和三门峡市的

基层单位和重点企业，聚焦安全责任、
科技强安、依法治安等主题深入开展
采风活动，用手中的笔和镜头，忠实纪
录河南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在基层不折
不扣地落实，鼓励先进，鞭策后进。

安全生产没有终点只有起点，安
全生产宣传一直在路上。截至目前，
安全生产中原行活动已经连续开展了
8年，行程上万公里，累计在中央和省级
主流媒体刊登河南各类安全生产宣传
稿件数百篇，成为历年河南省“安全生
产月”期间的一张亮丽名片，推动了河
南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为全省
连续 15年实现事故起数与伤亡人数

“双下降”提供了强大的舆论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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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 24 周全省兑付刮刮乐奖金
415万元。其中兑付20.18万元大奖 1个，兑
付 8000元大奖 1个。本周所有面值彩票均

有奖项兑出。根据本周奖金兑付情况分析冠
军荣耀等热点彩票易中出。福彩刮刮乐返奖
率65%，中奖面宽，即开即兑，欢迎购买。

信阳福彩召开即开票“冠军荣耀”营销活动培训会

6月 16日上午,信阳福彩在阳光宾馆三
楼会议室召开即开票“冠军荣耀”营销活动培
训会，全市投注站站主及部分销售员参加了
此次培训。

培训会上，优秀培训师李林将即开票近
几年的发展情况、发展前景、销售规律及销售
技巧等，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提炼，运用翔实
的案例，阐述了销售站点该如何对即开票进
行布置、展示和宣传，并重点对新上市的即开
票“冠军荣耀”玩法及中福彩、河南福彩、信阳
福彩的营销活动方案进行了解读。他告诉大

家要认真把握销售的有利时机，做好服务工
作。全程以幽默的讲解、全面地分析，为信阳
市区站主们上了一堂形象生动的业务培训课
程。会后大家纷纷表示，这次培训会让他们
掌握了很多非常实用的技巧，开拓了销售思
路，对今后站内即开票的销售有很大帮助。

此次信阳福彩组织的即开票培训会，不
仅对新上市的“冠军荣耀”进行了大力的宣
传，让站主们有了全面的了解，还详细分析了
即开票的市场潜力，从而提升了站主们对即
开票销售的重视程度。 （陈雨琪）

福彩刮刮乐2018年第24周大奖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