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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十三版）该公司配备了安全气囊引爆装
置，所回收的车辆在拆解中安全气囊经公司专
业引爆设备处理。建有台账管理记录，未发生
过非法转移。

但企业在台账记录管理上存在不规范情
节，记录不详细、不系统，没有把每辆车产生的
危废情况记录在档。

2.对辖区 54家汽车维修企业（包含 4S店）
逐一排查，截至目前，辖区维修企业共回收废电
瓶 158 块、废机油 11705 升，拆除烤漆房 23
家。但发现部分企业存在台账记录不及时、不
完善的问题。

处理及整改情况：殷都区将举一反三，在全区
开展大排查活动，强化对安阳市鑫洲汽车报废回
收有限公司和汽车维修企业及4S店的监督管理，
使其涉危废物得到合法处置，严防非法转移危废、
非法倾倒危废等行为发生，要求安阳市鑫洲汽车
报废回收有限公司和汽车维修店及4S店按照一
车一档登记造册，台账精细化、系统化管理。

问责情况：无。
二十三、鹤壁市开发区 D410000201806170036
反映情况：鹤壁市开发区华龙社区杨小屯

村村主任刘来顺不顾污染环境后果，将村里上世

纪 70 年代修的水库、后经渤海路办事处同意批

复修建的莲花公园当成填埋生活垃圾、建筑垃圾

的场地，填埋垃圾 2万多车，收取卸车费 100多万

元，村主任刘来顺为了自己的利益用手中的权力

将美丽如画的莲花池租赁给朋友申新红、侄儿刘

明涛等人，自己也分得了赃款！现在我村地下水

严重污染，井水都是浑的，在七八月的雨季，西部

山区的雨水没处存积，严重危及我们的安全。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该举报为重访件。
1.反映的“水库、莲花公园、莲花池”，实际上是
开发区杨小屯村一处废弃池塘，不属于水库，开
发区工管委、渤海路办事处从未批复修建“莲花
公园”。2.2008年 3月该村村民申某与 21户村
民达成承包协议，对该宗土地开挖并建成池塘，
铺设防渗网，用作种植莲藕；后来因水源断流、
无法引水，出现干涸龟裂，遂成为一处废弃池
塘，2009 年 10 月申某不再承包该宗土地。
2016年 4月，新的承包人承包该宗土地后，因无
法种植粮食作物，决定对废弃池塘进行埋土填
池后复耕。随后与渣土公司联系，作为弃土场
使用，每车收取一定费用。2017年 10月停止弃
土。但由于管理不严，存在附近村民在此随意
倾倒垃圾现象。3.该宗土地实际承包人中刘明
涛确系村委会主任的侄子。4.开发区已于 6月
19日和 6月 21日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宗
土地地下水和土壤进行采样，待检测结果正式
出具后再作进一步处理。5.杨小屯村南有 1条
自西向东长约 140米、宽约 5米的自然沟，用于
雨季泄洪。现场检查时，该泄洪沟内堆积有部
分杂草，对泄洪造成一定影响。

处理及整改情况：一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设部令第139号《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
对擅自设立弃渣场收纳建筑垃圾的行为展开调
查；二是加大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倾倒行为的巡
防监管力度；三是对自然沟内堆积的杂草进行了
清理和疏浚。同时，开发区管委已安排有关部门
就汛期安全防范工作拿出意见和制定措施。

问责情况：无。
二十四、鹤壁市浚县 D410000201806180054
反映情况：鹤壁市浚县卫贤镇前公堂村有

十几户养鸡场，臭气熏天，污染地下水，鸡粪随

意排放，污染环境，请相关部门治理。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反映情况属实。卫
贤镇前公堂村共有11个养殖场户，其中有养蛋
鸡场户5个，存栏3000~6000只不等；养肉鸡场
户 1个，存栏 8000只；养猪场户 2个，分别存栏
230头和 500头；养羊户1个，存栏100只；养牛
户 1 个，存栏 30 头；养蛋鸭户 1 个，存栏 3000
只。11个养殖场户中除1个养猪户存栏500头
为规模养殖场外，其他10个均为非规模养殖场
户，非规模养殖场户占91%。有9个养殖场户建
有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贮粪场或贮粪池，有 3
个养殖场户建有贮尿池。由于当前没有成熟的
适合中小养殖场户臭味处置的有效办法，确实存
在养殖臭味情况。现场发现畜禽粪便露天随意
堆放痕迹，由于鸡粪为半固态，在晾晒过程中有
臭味产生。11个养殖场中2个猪场均建设有贮
粪场和贮尿池，其他养殖场建设有贮粪场，1个蛋
鸭场和5个蛋鸡场做到日产日清，1个肉鸡场采
用厚垫料饲养，没有污水外排，1个肉羊场和1个
肉牛场污水不外排，不存在污染地下水的情况。

处理及整改情况：全面落实《卫贤镇畜禽养
殖污染综合治理整治方案》，将前公堂村列入重
点整治村之一，集中精力对全村的11个畜禽养
殖场户进行重点整治。一是对11个养殖场户送
达《卫贤镇关于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告知书》，明确
整治要求；二是对拒不配合整改的养殖场户依法
立案处罚，起到以案促改的效果；三是对卫贤镇
所有不符合条件的养殖场户下发整改通知书和
行政指导意见书，督促其尽快整改规范。

问责情况：无。
二十五、鹤壁市山城区 D410000201806180073
反映情况：鹤壁市山城区宝马宾馆隔壁馨

苑住宅小区，长时间受宝马宾馆锅炉房的影响，

噪声严重扰民，打 110报警上百次至今未解决。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反映情况属实。宝
马宾馆共有一台4吨燃气锅炉，锅炉置于宾馆东
北角的锅炉房内，锅炉噪音主要来自锅炉运行噪
音和锅炉排气噪音。群众反映的宝马宾馆隔壁
鑫苑住宅小区实际为鑫苑南社区，位于宝马宾馆
锅炉房围墙东侧约15米。经对鑫苑南社区部分
居民走访，居民反映宝马宾馆锅炉噪音影响夜间
休息，曾有人打110举报。经现场检查，发现宝
马宾馆锅炉房玻璃破损，锅炉房有噪音。

处理及整改情况：宝马宾馆已对锅炉燃烧
电机加装隔音罩，对锅炉房破损玻璃进行了修

复，6月 30日前完成双层真空隔音玻璃的更换
安装；对锅炉排气噪音，通过采取缓慢释放以达
到降噪效果。为避免影响群众夜间休息，宝马宾
馆已将锅炉运行时间调整为每天的 7:30~12:
00，14:00~21:00，21:00以后不再运行。为确
保整改效果，山城区委托检测机构对锅炉噪音进
行检测，不达标将持续整改，坚决保障群众权益。

问责情况：无。
二十六、新乡市延津县 D410000201806170015
反映情况：新乡市延津县小城村东南角有

一家养鸡场，鸡粪堆放场区外围，气味难闻，污

染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2014年刘志营开办肉鸡场
（自 2018年 5月至今未养殖），养殖技术落后，
鸡粪堆放于场区外，影响周边。

处理及整改情况：王楼镇政府责令该养殖
场清除场内外垃圾粪便，终止养殖。目前已整
改到位。

问责情况：无。
二十七、新乡市辉县市 X410000201806170001/

X410000201806170003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内容与辉县市常

春镇张村丁春来、张宏伟等人在张村乡常年违

法烧制氧化镉、海绵镉的来信内容一致。

调查核实情况：按照“查污染企业”和“查违
法行为嫌疑人”双管齐下的思路，辉县市全面开
展拉网排查。在“查污染企业”方面：一是重点
排查张村乡辖区。张村乡组织乡镇机关和职能
站所人员及各村“两委”干部等 135人，对全乡
24个行政村拉网式排查，先后对 14个已拆除

“小土”项目逐一进行了复查复核，对所有废弃
厂房、偏僻院落进行了深入检查，未发现有生产
海绵镉、氧化镉企业。在排查过程中，张村乡将
黄道水村西北三凹里1家已拆除的“小散乱污”
企业作为重点检查对象。该企业是 2017年 11
月 25日张村乡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的，现场勘察
时，未发现工人和经营者，经多方调查，未能联
系到经营者，现场仅有砖垒式燃煤炉。2017年
11月 30日，张村乡政府组织企业办、派出所、环
保所对该燃煤炉进行了强制拆除。针对信访案
件中反映的违法烧制氧化镉、海绵镉问题，2018
年 6月 20日，辉县市环保部门委托第三方公司
在该企业原址上取了 9个土样，化验结果将在
10~12个工作日内出具。待化验结果出具后，
辉县市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二是全市各乡镇
（办事处）拉网式排查。除张村乡以外，其他21
个乡镇（办事处）组织人员，对辖区所有行政村开
展拉网式排查，对排查结果由乡镇主要领导和环
保所长签字确认。其他乡镇均未发现有生产氧
化镉、海绵镉企业（项目）。在“查违法行为嫌疑
人”方面：经公安部门对辉县市常住人口、暂住人
口逐一排查，具体情况是：辉县市常住人口中姓
名为“丁春来”的有1人，经多方联系，丁春来目
前在广东省江门市，公安部门已前往对其进行外
调；常住人口中姓名为“张宏伟”的有19人，人员
情况较为复杂，公安部门正在进行甄别、筛查。
待公安部门确定被举报人身份信息、对其作过调
查取证后，再进一步作出依法处理。

处理及整改情况：一是督促公安部门加快
对丁春来、张宏伟等相关人员调查问询、案件侦
办进度，尽快摸清信访反映问题的实情，依法依
规进行处理。二是责成环保部门与第三方公司
加强沟通联系，待土壤样品检测结果出具后，及
时依法处理。三是责成各乡镇（办事处）和环
保、工商、工信等有关部门加强涉重金属企业
（项目）监管，严查违法建设、违法生产问题，严
格防范环境风险，切实加大巡查监管、暗查核查
力度和频次，进一步完善长效监管执法机制，对
环境违法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四是加大
责任追究力度。按照“一案双查”的要求，对发
现的涉重金属环境违法行为，既查处违法企业，
又对相关责任人严肃追责问责，确保环境安全
大局稳定，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问责情况：无。
二十八、新乡市卫辉市 D410000201806170006
反映情况：卫辉市李源屯镇彦村粮库里面

有两家砂石厂，白天不干晚上生产磨石粉，粉尘

污染严重，老板是郭黎明在工商所上班，李源屯

镇镇长有股份是该厂的保护伞。

调查核实情况：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2018年 6月 10日，卫辉

市环境监察大队执法人员对其下达了《卫辉市
环境保护局纠正环境违法行为通知书》卫环纠
字〔2018〕03 号，责令该公司立即停止违法行
为，清理露天堆放物料，并依法对该公司的违法
行为立案查处，制作现场勘察（检查）笔录和询
问笔录，对违法事实进行拍照取证。6月 11日，
卫辉市环境保护局又对其下达了《责令（限期）
改正决定书》（卫环罚责改〔2018〕第011号）。

问责情况：卫辉市纪委监察委已介入调查。
二十九、新乡市卫辉市 X410000201806160100
反映情况：卫辉市安都乡口头村部分党员

干部与不法分子相互勾结串通，疯狂盗采国家

河砂资源（沧河河道口头段），破坏环境。身为

河长的乡党委副书记刘鹏不仅没有负起管理看

护沧河河砂资源的工作，反而默许不法分子盗

采河砂资源。

调查核实情况：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2016 年年初，个别不法

人员利用钩机、铲车等设备，买通沿河荒地种植
所有人，私采乱挖河道南侧的鹅卵石。2016
年，安都乡政府联合卫辉市交通、水利、地矿、交
警等部门多次联合执法，予以查处和取缔。
2016年 10月，在沧河河道与226省道路口设置
限高杆两处，并设置警示牌，公布举报电话，任
命乡政府包村干部刘克彬为沧河河道巡逻队队
长，组建巡逻队伍，负责沧河河道的巡查工作。

问责情况：卫辉市纪委监察委已介入调查。
三十、新乡市 X410000201806160013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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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店等。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该信访件反映的“大
量危险废物”与实际情况不符，但存在地面油污、
灰尘没有清理干净等环保问题，应为部分属实。
新乡市金属回收管理总公司成立于 1975 年，
2012年企业改制,2014年5月注册成立“新乡市
金回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经河南省商
务厅批准进行了变更备案登记。具有河南省商
务厅备案的《河南省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备案
证书》，证书编码:豫车回企证书第0010号。经
环保部门验收合格，取得了《关于新乡市金回报
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年回收拆解报废汽车
2000辆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申请（噪声、固废）的
批复》（新环验〔2018〕17号）；与贵研资源（易门）
有限公司签订了《废汽车尾气净化催化剂处置协
议》、与新乡市龙博环保废物处理中心签订了《危
险废物处置合同书》、与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
公司签订了《废铅蓄电池回收协议》，建立了回收
台账。经现场检查，没有发现大量危废物。检查
中发现地面油污，尘土未清理干净，拆解件乱堆
乱放，油水分离装置未正常运行等环保问题。

处理及整改情况：已下发书面通知，要求其
整改。加强对报废拆解企业危废物的管理，要
求企业专人负责，建立和完善危废物收售台账
及规章制度，确保全部危废物交售给有资质的
企业进行处置，防止危废物流向非法市场。目
前，检查中发现的油污、尘土、乱堆乱放等问题
已整改到位。

问责情况：无。
三十一、焦作市修武县 D410000201806150043
反映情况：焦作市修武县西村乡洼村大队

东北边，周迎春养猪场离水源只有两百米，粪便

废水横流，气味刺鼻，苍蝇满天飞。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该举报属实。
（一）关于“周迎春养猪场离水源只有两百

米”问题。经查，该举报属实。2016年 1月，修
武县西村乡洼村村民周迎春与洼村村委会签订
协议，租用该村东北杨掌低洼荒地建设养殖场，
当年投入生产。经现场勘察，该养殖厂距村民
居住地直线距离 800米，占地面积约 1.2亩，厂
区内建设有 3个猪舍，其中育肥间 279平方米，
妊娠舍 200平方米，产房 96平方米，养殖规模
为年出栏 350头。目前，该养殖场共养殖育肥
猪72头，妊娠猪12头，哺乳母猪4头。根据《修
武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修武县畜禽养殖禁养区
限养区划定调整方案的通知》（修政文〔2016〕
122号）规定，周迎春养殖场不在禁养区和限养
区范围，不属于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对于举报
中所称“离水源只有两百米”问题。经现场调
查，所称“水源”为直径10米，高3米，容积235立
方米的蓄水池，该蓄水池位于周迎春养殖场东南
250米的山坡高岗处，与周迎春养殖场落差约7
米，西村乡洼村村委会于2000年建设，2016年9
月修武县公安局帮扶洼村时投资 3万元予以封
顶，用于防止蓄水池内水质污染。蓄水池内水源
来源于村内饮用水井水提灌形成，主要用于林木
灌溉、干旱期和特殊情况下洼村村民饮用。

（二）关于“粪便废水横流，气味刺鼻，苍蝇满
天飞”问题。经查，该举报属实。2018年 6月17
日，经修武县案件落实组现场调查，周迎春养殖
场未建设标准化堆粪厂、废水沉淀池等污染防治
设施。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粪便废水直接排入距
猪舍7米远35平方米的坑内，造成气味难闻。

处理及整改情况：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
略，推动全域旅游发展，修武县西村乡于 2018
年 5月 15日下发《中共西村乡委员会西村乡人
民政府关于关闭畜禽养殖场工作的实施方案》
（西发〔2018〕128 号），明确规定，从 2018年—
2020年，逐步关闭辖区内养殖场。根据文件精
神，西村乡洼村村委会于2018年5月18日，对周
迎春养殖场下达关闭通知，要求 2018年 9月底
前关闭停养。为加快养殖场关闭进度，西村乡洼
村村委会以点带面，经多方做周迎春的思想工
作，该养殖场于2018年6月20日关闭到位，并对
排放坑内的粪便废水予以清理，黄土覆盖。

问责情况：2018年 6月 17日，中共西村乡
委员会对在环境整治过程中网格责任落实不力
的乡第三管区区长李继军给予全乡通报批评，
对西村乡洼村村委会主任杨海州（网格长）给予
诫勉谈话并全乡通报批评。

三十二、焦作市孟州市 D410000201806150052
反映情况：1.淮河大道和 046 县道西边有个

广济药业，生产过程中经常排放废气。2.西环

路与黄河大道交叉口康达尔饲料厂，生产过程

中经常排放废气。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该举报属实。
（一）关于淮河大道和046县道西边有个广

济药业，生产过程中经常排放废气问题。
经调查，广济药业（孟州）有限公司位于河

南省孟州市产业集聚区淮河大道81号，主要建
设有年产2500吨饲料级核黄素生产项目，生产
核黄素采用全生物发酵法工艺。主要产生废气
是发酵工段的工艺废气和锅炉烟气，该企业按照
环评要求落实了废气污染防治措施，并于2010
年11月通过了河南省环保厅组织的环保验收。

1.工艺废气提标改造情况。2015年 3月，
孟州市环境保护局对该企业下达了《环境污染
限期治理通知书》，该企业对所涉产生废气的部
位（多效蒸发系统、提取罐尾气、重污池池体、多

效废水回收池、多效冷凝水池及污水生化调节
池等）进行了综合整治（密封处理），以高温焚烧
的工艺对废气进行深度除臭。2016年 3月起，
该企业完善了尾气处理设施，密封了滚筒刮板
干燥机加热槽和加热筒，经集气罩收集后通过
引风机导入五效蒸发的冷凝器，不凝尾气进入
公司废气收集管网，送入锅炉焚烧处理。为彻
底解决该厂区周边异味的情况，2016年 6月，孟
州市环境保护局再次对广济药业下达了《关于
对广济药业（孟州）有限公司实施停产整治的通
知》（孟环保〔2016〕46号），该企业对五效蒸发
尾气治理、滚筒刮板式干燥系统、废气回收系统
进行了整改。2017 年 3月进行了项目竣工监
测，经第三方检测，废气达标。

2.锅炉烟气提标改造情况。2016年 8月，
为进一步强化废气治理效果，孟州市环境保护
局对该企业下达了《环境污染限期治理通知书》
（孟环限〔2016〕04号）的要求，该企业开展了锅
炉废气脱硝治理工程，采用 SNCR工艺和电脑
相结合，实现远程控制生产自动化。经查看该
厂近期在线监控数据，锅炉烟气 SO2、NOX和颗
粒物均能稳定达标，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GB 13271-2014）特别排放限制要求。
此项问题属实。

（二）关于西环路与黄河大道交叉口康达尔
饲料厂，生产过程中经常排放废气问题。经调
查，举报件反映的“西环路与黄河大道交叉口康
达尔饲料厂”，实为河南康达尔农牧科技有限公
司的原厂址，该公司已于 2017年 6月整体搬迁
至孟州市产业集聚区。该公司主要生产销售配
合饲料、浓缩饲料；销售饲料原料、添加剂预混
合饲料、有机肥料等。

现场检查，河南康达尔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原厂址未发现生产迹象，原料仓库和成品仓库
均已清空，废弃旧设备用封条封存车间内，未发
现排放废气的情况。此项问题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针对广济药业（孟州）有限
公司生产过程中经常排放废气的问题，孟州市环
境保护部门已责令该企业对厂区废气进行监测。
目前，该企业已与河南宏达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签
订了检测协议，近期对厂区废气进行再检测。

问责情况：无。
三十三、焦作市孟州市 D410000201806150063
反映情况：焦作市孟州市移民新村有一个

化工镇，姚喜鹏办了一个黄姜厂。1.大量盐酸

水排放到厂内渗到地下。2.大量烧煤。3.厂内

的反应罐将污水抽到池子内，经过压干再次排

放地里。孟州市环保局保护该企业。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该举报属实。
举报反映的黄姜厂实为孟州市瑞盈生物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建设有年加工1000吨中药材
项目。生产工艺为将鲜丹参、鲜黄姜等原料经
过清洗、粉碎、蒸煮、发酵、压滤烘干后制成品，
其中蒸煮工段需使用盐酸。按照《河南环境保
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
理整改工作的实施意见》（豫环委办〔2016〕22
号）有关规定，该项目列入孟州市“清理环保违
法违规建设项目”，清改完成后在孟州市政府网
上进行了公示备案。

（一）关于大量盐酸水排放到厂内渗到地下
问题和厂内的反应罐将污水抽到池子内，经过
压干再次排放地里，孟州市环保局保护该企业
问题。经调查，该厂按照现状评估要求，建设了
日处理能力 30立方米的污水处理设施。蒸煮
工段产生的酸性废水（pH约 5.5）与其他废水混
合后加碱中和，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用于周
边农田灌溉。2018年 6月 13日，孟州市环境保
护局执法人员对该厂进行检查时，该厂处于停
产状态，污水处理设施未运行，无废水排放，无
法提取水样监测。经调查询问，该厂污水处理
设施于 2018年 5月中旬因设备故障停用，在污
水处理设施停用的情况下仍然生产至 6月 10
日，其间产生的酸性废水经熟石灰中和后直接
排入厂区内土地。针对其擅自停用污染治理设
施的违法行为，孟州市环境保护局对其进行立
案调查。6月 17日，孟州市环境保护局对该厂
再次进行检查时，该厂处于停产状态。通过第
三方检测机构对其周边 5个水井的地下水进行
了取样检测，结果显示该厂周边地下水耗氧量
均 超 出 《 地 下 水 质 量 标 准 （GB/T
14848-2017）》Ⅴ类标准，其余指标 pH、氨氮、
总磷满足Ⅳ类标准。此问题属实。

（二）关于大量烧煤问题。经调查，该厂原
有一台 4蒸吨燃煤锅炉，已于 2016年 7月将主
要管件和部位切割，不具备生产能力。目前，该
厂使用一台 4蒸吨燃气锅炉供热，厂区内未发
现散煤堆存。此项问题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目前，该厂内燃煤锅炉已
全部拆除。针对其擅自停用污染治理设施的违
法行为，孟州市环境保护局对该厂进行立案查
处，下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孟环罚先告
〔2018〕第 41号）。同时，对其违法行为移交公
安部门依法处理。

问责情况：无。
三十四、焦作市温县 D410000201806150073
反映情况：焦作市温县温泉镇滩陆庄黄河

边，闫炎、王洋、王超抽沙卖沙，每天凌晨到早上

卖沙，没有覆盖，沙尘满天飞，损坏道路。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该举报件属实。
1.关于反映焦作市温县温泉镇滩陆庄黄河

边，闫炎、王洋、王超抽沙卖沙的问题。经查，该
问题属实。经温县国土部门现场勘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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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谷歌地图影像比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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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温县公安部门
已安排专人对该线索中涉及的王某、闫某等人
展开调查取证，身份正在进一步查证中。

2.关于反映每天凌晨到早上卖沙，没有覆

盖，沙尘满天飞，损坏道路问题。经查，该问题
属实。经温县黄河街道办事处调查，运砂车运
输路线为：黄河岸边向北沿滩陆庄防汛路到五
号路，从五号路向西行驶至张庄防汛路，向北至
子夏大街。其中，滩陆庄防汛路有 2处压坏，其
余路段未发现损坏现象,目前，已对损坏路面进
行了整修。自 6月 15日，温县公安局安排警力
每天 22时至 24时在该区域运砂车辆必经路段
设卡检查。6月 18日，温县公安局、水利局、河
务局、海事处等单位对滩区采砂点进行“拉网
式”排查治理，未发现违法采砂运输车辆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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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对每天23时至凌
晨3时这一高危时段，要求巡逻警力以每两小时
全面巡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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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街道办事处组织洒
水车对运砂车行驶路段进行洒水冲洗作业，强化
扬尘管控。在各村设立生态举报箱，公布举报电
话，畅通举报途径。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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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
河道巡查密度，杜绝本辖区类似情况发生。

问责情况：无。
三十五、焦作市博爱县 X41000020180615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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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举报与第Ｘ410000201806140039 号的

对象及内容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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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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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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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检验报告随机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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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发现违规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处理。

问责情况：无。
三十六、焦作市沁阳市 X410000201806150051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1.焦作市沁阳市

团结东路分布着水南关村 4、5 家制革厂，产生

的废水未经处理，利用丹河向城河注水时机偷

偷排放城河内，再流到天鹅湖、小关河等城区河

道，严重污染河道水质。2.沁阳市东环路合作

街段沁河大堤有家鸟类动物养殖场，距居民区

仅 150 米，动物产生的粪便不做处理排放，气味

难闻，影响周边群众生活，问题多次向当地环保

部门反映，没见处理结果。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该信访反映的问题属
实。

（一）关于焦作市沁阳市团结东路分布着水
南关村4、5家制革厂，产生的废水未经处理，利
用丹河向城河注水时机偷偷排放城河内，再流
到天鹅湖、小关河等城区河道，严重污染河道水
质的问题。

沁阳市团结东路沿线共有 6家制革企业，
分别为沁阳市金河皮业有限公司、沁阳市腾轩
鞋材有限公司、沁阳市正威鞋材有限公司、沁
阳市锐帝皮业有限公司、沁阳市大唐鞋材有限
公司、沁阳市飞马皮革涂饰鞋材加工厂，全部
于 2016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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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皮革的后修饰、整理，没有鞣
制工段。废水主要是喷涂废气净化装置定期
排放的除尘水、冲洗地面的污水和生活污水，
与沁阳市水南关村以及周边的餐饮、小区的污
水混合在一起，（下转第十五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