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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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批）

(上接第十四版）经污水管网排放至污水处理厂
进行处理。由于污水管网较细，在雨水多的时
候存在污水溢流到护城河的情况，对护城河的
水质造成了影响。

沁阳市引丹河入沁的工程是为了改善护城
河和天鹅湖的水质，补水线路为丹河→护城河
→济河，其中护城河水流经天鹅湖时，一部分水
进入天鹅湖，再经小关河流入济河。今年以来，
为了不影响滨河公园改造进度，沁阳市住建局
要求暂停丹河水入城，护城河、天鹅湖、小关河
没有新鲜水补充处于断流状态，加之进入夏季
后气温高导致水质发酵，致使水质受到了一定
影响。6月 18日，经对护城河、天鹅湖、小关河
采样分析，均不含制革行业特征污染物。不存
在企业利用丹河向护城河注水时机偷偷排放到
护城河内，再流到天鹅湖、小关河等城区河道的
行为。

（二）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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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结果的问题。

沁阳市政府组织环保、农业、林业、辖区办
事处等单位对沁阳市东环路合作街段沁河大堤
进行排查，发现在沁河大堤合作街段一个草料
贮存场院内饲养有一只矮马，一只羊驼，四只袋
鼠。院内种有一片桑树林，动物产生的粪便用
于桑树林施肥，由于天气炎热，自然挥发有粪臭
味的情况属实。

沁阳市环保局经查阅 2018年至今的热线
投诉记录，没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投诉。

处理及整改情况：1.沁阳市环保局对以上6
家企业下达了《整改通知》，责令立即停产，建设
污水治理设施，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
目前这 6家企业正在委托有资质的单位编制整
改方案。

2.沁阳市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对东环路合
作街段沁河大堤西侧的草料贮存场院内饲养
的动物进行清理，目前饲养的动物已清理到
位。

问责情况：依据沁阳市环境监察网格化管
理的规定，怀庆办事处纪检委对负有监管责任
的合作街村民小组长王艳诫勉谈话。

三十七、焦作市博爱县 X410000201806160007
反映情况：焦 作 市 博 爱 县 许 良 镇 许 良 村

北西街至王庄村口往北 500 米一个体养猪户，

产生粪便遍地流，臭气熏天，蚊蝇扑面，影响

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该举报属实。6月 17
日上午 8时，博爱县农业局和许良镇人民政府
组织调查人员对信访举报问题进行调查落实。
经现场摸排，许良村北西街至王庄村口不止一
家个体养猪户，共有 9 家个体养猪户，共存栏
600头，有一处占地约 0.7 亩堆粪场，一户养殖
户存在粪便遍地流现象，臭气熏天，蚊蝇扑面，
影响环境。

处理及整改情况：1.养殖场处理情况。对9
家养殖场采取关闭措施，共分两个阶段进行。
一是目前对母猪、达到及未达到出栏标准的生
猪共 530头，已全部清场到位。二是对刚繁育
正在哺乳期的幼猪，7月 20日前清场。2.堆粪
场处理情况。占地约 0.7 亩堆粪场，已取缔到
位，恢复为农田，种植上玉米作物。3.产生粪便
遍地流处理情况。一户养殖户存在粪便遍地流
现象，已责成养殖户当日对粪便进行收集，环境
卫生彻底整治到位。

问责情况：2018年 6月 21日，许良镇纪委
对许良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环保网格长杨
保金给予诫勉谈话。

三十八、济源市 X410000201806150022
反映情况：济源市邵原镇花园村的宇航石

料厂和恒盛石料厂非法占地，非法挖砂，废料乱

堆乱放，破坏生态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6月 15日至 20日，济源市
对宇航和恒盛 2家石料厂进行调查，根据举报
内容，经核实：2家石料厂均无合法用地手续，
市国土局于 2018 年 3 月 22 日将其违法行为
列入整改台账，目前整改工作正在推进。市
水利局对其在河道内采挖砂砾石的行为，分
别要求停止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现场
检查时 2家石料厂均已停产，但发现宇航石料
厂擅自新建 1 条石子和砂生产线。群众反映
情况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市国土局已对 2家石料
厂立案查处，责令对违法占用的耕地进行复
耕，恢复原地貌。市水利局督促其在两个月
内将采挖区平整结束。市环保局责令宇航石
料厂立即停止新建生产线的建设，对其违法
行为立案处罚。截至 6 月 21 日，宇航石料厂
新建的生产线已全部拆除，占用耕地部分已
复耕到位。

下一步，济源市将加大巡查监管力度，强化
对同类企业的监督管理，保障群众的环境权益。

问责情况：无。
三十九、济源市 X410000201806160076
反映情况：位于济源市北海街道的义信勇

裘皮有限公司的废水未经任何处理排入河流，

造成水质污染。

调查核实情况：6月 18日至 21日，济源市
对义信勇裘皮进行调查，根据举报内容，经核
实：6月 19日现场检查时，企业正常生产，生产
废水、生活污水全部进入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处
理，经自动监控设施后排入上堰河。对比 6月
19日和 21日的监测结果显示，该企业的入河水
质超标。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对企业的废水超标行为，
济源市环保局已立案查处。下一步，济源市将
加大对该企业的监管力度，确保污染防治设施
安全稳定运行，促进河流水质持续改善。

问责情况：无。
四十、济源市 D410000201806140062
反映情况：王屋山漂流河使用王屋山饮水

工程的水，造成村民用水困难；乱挖河道，建设

滑雪场，破坏生态平衡。

调查核实情况：6 月 16 日，济源市对王屋
山漂流项目进行调查，根据举报内容，经核实，
该漂流河在建时乱挖河道，市水利局已对其立
案处罚，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修建的滑雪场
非法占用林地，市林业局对其进行了立案处
罚，责令限期恢复原状；由于王屋山饮水工程
干旱季节供水保障率低，造成用水紧张。群众
反映情况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济源市水利局已责令其补
办审批手续，作出防洪评价报告，在未通过审批
前，严禁开展漂流。目前，王屋山饮水工程已停
止对该公司供水，其用水为水库溢流水；滑雪场
围网和标牌等全部拆除，恢复了林业种植条件。

问责情况：无。
四十一、平顶山市叶县 D410000201806150038
反映情况：平顶山市叶县田庄乡后李村，欧

文斯砖厂生产过程中产生粉尘，噪声扰民，对公

示的处理结果不满意。

调查核实情况：经叶县人民政府调查核
实，反映的问题不属实。（一）反映的“平顶山市
叶县田庄乡后李村，欧文斯砖厂生产过程中产
生粉尘，噪声扰民”问题不属实。平顶山市欧文
斯建材有限公司按照环保备案要求安装有袋式
除尘器并正常运行、车间密闭。且于6月4日起
停产，不存在生产情况。（二）反映“对公示的处
理结果不满意”问题。公示的信息是对平顶山
市欧文斯建材有限公司调查后的真实情况。平
顶山市欧文斯建材有限公司按照环保备案要求
安装有袋式除尘器并正常运行、车间密闭，6月
4日已停产，不存在生产情况。目前，平顶山市
欧文斯建材有限公司自愿搬迁，并已于 6月 18
日下午开始将主要生产设备进行拆除，预计 6
月底完成。

处理及整改情况：无。
问责情况：无。
四十二、平顶山市叶县 D410000201806150094
反映情况：平顶山市叶县田庄乡后李村，欧

文斯砖厂建在村子里，生产过程中噪声扰民，水

泥罐向外喷水泥，粉尘污染严重。叶县有关单

位、乡政府和厂里联合制造伪证，说该厂没有污

染。该厂负责人的亲属挨家挨户追查谁投诉这

个厂，希望中央督察组的领导能亲自到后李村

走访村民。

调查核实情况：经叶县人民政府调查核实，
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一）反映的“欧文斯砖厂建在村子里”，属
实。该公司位于后李村北，靠近住宅区。根据
该公司在“双违”清改备案时所做的项目《现状
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和现场调查情况，建设地点
虽紧邻居民区，但《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及
评估结论中对紧邻居民区情况，未有明确的建
议和要求。

（二）反映的“生产过程中噪声扰民，水泥罐
向外喷水泥，粉尘污染严重”，不属实。平顶山
市欧文斯建材有限公司按照环保备案要求安装
有袋式除尘器并正常运行、车间密闭。且于 6
月4日起停产，不存在生产情况。

（三）反映的“叶县有关单位、乡政府和厂里
联合制造伪证，说该厂没有污染”不属实。我们
对上级转办的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案件，始
终坚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态度进
行调查处理。6月 4日接到第一次举报后，叶县
环保局已责令该企业停产。6月 7日拆除了不
符合环保备案要求的烘干房及烘干设备。同
时，对负有监管责任的叶县环保局监察三中队
中队长魏强和田庄乡后李村支部书记、后李村
环境保护网格长彭汝俊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四）反映的“该厂负责人的亲属挨家挨户
追查谁投诉这个厂”问题，不属实。因自 6月 4
日以来，有群众连续举报该企业污染环境，要求
其搬迁。该企业负责人及其亲属为化解矛盾，
求得群众理解与支持，曾到企业周边部分群众
家中，征求意见，求得谅解，并非挨家挨户追查
谁投诉这个厂。该企业自 6月 4日以来一直处
于停产状态，并于 6月 18日开始拆除主要生产
设备自愿搬迁，预计6月底完成。

处理及整改情况：无。
问责情况：无。
四十三、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X410000201806150046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内容与平顶山的

大悦域 21 号接的房子的下面是配电室，配电室

24 小时发出嗡嗡的低频噪音，产生电磁辐射危

害与低频噪音危害，影响我们家人身体健康的

来信内容一致。（即：平顶山的大悦域 21 号楼的

房子下面是配电室，配电室 24 小时发出嗡嗡的

低频噪音，产生电磁辐射危害与低频噪音危害，

影响我们家人身体健康）。

调查核实情况：经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
委会调查核实，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经现场
调查，该小区 21号楼 1楼西南户地下室是配电
室，且配电室内设备正在运行。配电房确实存
在低频噪音和电磁辐射隐患，目前低频噪音国
家没有相关监测标准，且该配电室设置位置符
合《 民 用 建 筑 电 气 设 计 规 范 》（JGJ
16-2008）。反映的电磁辐射问题，根据《电磁
环境控制限制》（GB8702-2014）要求，100KV
以下电压等级的交流输变电设施属于豁免管理
类，该小区配电房为 220V低压，不会影响周边
居民的正常生活。调查组现场要求物业公司加
强对该配电室运行管理，定期检查输配电设施
运行情况，防止因配电设施带病运行发现不及
时，而加重扰民现象。

处理及整改情况：无。
问责情况：无。

四十四、平顶山市卫东区、湛河区 D410000201806160014
反映情况：1.平顶山市新华区光明路向北，

有人堆放生活垃圾，无人清理。2.湛河区苗后

村沙河边有建筑垃圾与生活垃圾，无人清理。

调查核实情况：（一）反映的“1.平顶山市
新华区光明路向北，有人堆放生活垃圾，无人
清理”问题，属实。经调查核实，堆放生活垃
圾（建筑垃圾夹杂生活垃圾）的地点实际位于
平顶山卫东区北环路街道办事处下牛村李奇
庄自然村西北侧（与新华区交界），反映的问
题属实。2017 年 12 月底开始，平顶山市对北
环路进行扩宽改造，违章建筑和居民住宅拆
迁后，建筑垃圾原地堆放，并不时有人倾倒生
活垃圾。（二）反映的“2.湛河区苗后村沙河边
有建筑垃圾与生活垃圾，无人清理”问题，属
实。6 月 17 日上午，湛河区河滨街道办事处
成立调查组，对苗侯村沙河沿线两岸进行细
致排查，发现在苗侯村南、苗张路沙河桥西距
河北岸约 100 米处堆存有建筑垃圾和生活垃
圾。

处理及整改情况：（一）反映的“1.平顶山市
新华区光明路向北，有人堆放生活垃圾，无人
清理”问题，卫东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现场
明确整改责任单位，要求立即行动、限期一天
完成清除。如逾期，将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实
施问责。1.明确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责任单位
为北环路街道办事处，主管领导为联系下牛村
的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汪伟和副主任张国卿，责
任人为下牛村党委书记陈玉荣、村主任常汉忠、
李奇庄组组长马国立。2.立即整改。6月 19日
早 8时，区长安保亮、副区长李哲带领工作人员
开始清理，至当天上午 12 时完成全部清理工
作，并对堆存现场进行了保洁。共出动人员 20
人，使用铲车1台、挖掘机1台，全封闭垃圾清运
车1台，清理垃圾约5吨。为避免清理过程中出
现扬尘污染，2 辆洒水车全程进行洒水抑尘。
（二）反映的“2.湛河区苗后村沙河边有建筑垃
圾与生活垃圾，无人清理”问题，6月 17日下午，
湛河区河滨街道办事处组织力量，使用挖掘机、
铲车、运输车辆等机械设备，对苗侯村沙河北岸
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进行清理清运。截至
18日 17时，该处堆放的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已
清理清运完毕，共清运垃圾 8车 40吨。对清理
清运后裸露的地面进行了防尘覆盖，周围设置
护栏，防止非法偷倒垃圾。同时，湛河区政府举
一反三，动用无人机又对沙河沿线两侧区域进
行了排查，对发现的零星垃圾也及时进行了清
理。并要求:全区各级环境保护网格长要真正
发挥耳目作用，及时发现并制止偷倒垃圾行为，
制止不当的，要及时报告由相关部门依法作出
处理。

问责情况：按照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工作
标准和《北环路街道创卫体系分解表》相关职责
要求，新华区北环路街道决定：对负有监管责任
的工作人员刘俊飞、汪伟、张国卿、陈玉荣、马国
立5人所在街道进行通报批评。

四十五、平顶山市湛河区 X410000201806160019
反映情况：平顶山市湛河区开源路与黄河

路交会处西北角本应是规划的街心花园，却建

了一个约 4000平方米的固体垃圾收集、压缩、打

包的机械化生产作坊，里面堆满了大量的城市

废品、旧纸箱以及医院的一些废弃物。每天大

门紧闭，机器轰鸣，每周有数十吨的压缩包用汽

车运出。同时产生大量的刺鼻气味，有风天气

更甚。2018 年 4 月 19 日向区环保局和社区办事

处反映至今无果。

调查核实情况：经湛河区人民政府调查核
实，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1.反映的“平顶山市
湛河区开源路与黄河路交会处西北角本应是规
划的街心花园，却建了一个约4000平方米的固
体垃圾收集、压缩、打包的机械化生产作坊，里
面堆满了大量的城市废品、旧纸箱以及医院的
一些废弃物，同时产生大量的刺鼻气味，有风天
气更甚”问题，部分属实。该废品收购点确实位
于开源路与黄河路交叉口西北角方向，紧邻街
心花园，占地约 1200平方米，主要收购废纸及
日常生活废品。现场堆放有大量废旧纸箱及少
量塑料瓶，并未发现有医院的废弃物和刺鼻气
味。2.反映的“每天大门紧闭，机器轰鸣，每周
有数十吨的压缩包用汽车运出”问题，属实。该
废纸收购点每天用叉车把散乱纸料送入打包机
挤压打包，打包后经汽车外运，叉车作业及挤压
过程中产生噪声。3.反映的“2018年 4月 19日
向区环保局和社区办事处反映至今无果”问题，
不属实。经查看湛河区环保局及北渡办事处值
班记录，均未有2018年 4月 19日群众反映该情
况的记录。

处理及整改情况：由于该废品收购点位于城
市建成区，与周边发展不协调，2018年6月17日，
湛河区北渡街道办事处对该废纸收购点下发了搬
离通知，要求其3日内拆除设备、清理货物。6月
20日，该废纸收购点已拆除设备，清理完毕。

问责情况：无。
四十六、平顶山市湛河区 X410000201806160032
反映情况：平顶山市湛河区湛河公园北河

堤环境太差，晴天灰雨天泥，不符合卫生城市公

园称号。

调查核实情况：经现场调查核实，反映的情
况基本属实。目前，湛河公园堤顶未硬化的路
面有：光明路至凌云路北岸长约1500米、宽约2
米；光明路至凌云路南岸长约 1200 米、宽约 2
米；新华路至诚朴路北岸长约 1200米、宽约 2
米；新华路至诚朴路南岸长约 800 米、宽约 2
米。湛河公园始建于 1995年，1999年开始，平
顶山市政府先后对湛河两岸进行了分阶段治理，
因当时人流量小，只在湛河二平台和堤顶部分地
段设计了园路并进行硬化。随着近年来两岸游
人逐渐增多，游人在未设计园路的堤顶行走，形
成土路，为防治扬尘污染，湛河公园职工保洁时

已将尘土清理干净，但雨天土路比较泥泞。随
着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湛河公
园目前现状已不能满足市民群众休闲娱乐的
需求，2017年 11月，平顶山市副市长魏建平主
持会议专题研究平顶山市 2018年市政园林绿
化工程建设工作。决定对湛河公园老城区段
进行提档改造（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会
议纪要〔2017〕76号）。目前，平顶山市政府已
委托河南水投公司对湛河公园两岸进行规划
设计，设计工作完成后，提档改造工程即可开
始进行。

处理及整改情况：6 月 18 日上午，经平顶
山市住房与城乡建设管理局党组扩大会议研
究决定：在湛河公园提档改造工程开始前，为
尽快满足市民日常休闲、娱乐需求，由市园林
处先期对堤顶土路（凌云路至光明路南北两
岸，新华路至诚朴路南北两岸）长 5000多米进
行硬化、铺装施工，预计投入资金 300万元，资
金纳入 2018 年应急维修资金计划，工期预计
为 90天。

问责情况：无。
四十七、平顶山市卫东区 X410000201806150044
反映情况：平顶山市卫东区环保局监察大

队大队长王艳伟吃拿卡要，利用职务之便勒索

企业。为了掩盖，他让他内弟在沁园小区星河

湾开了个千客香小厨的饭店打掩护，先是给企

业设好困难，然后叫企业在他内弟开的饭店内

请 客 ，他 再 喊 上 有 关 系 的 工 作 人 员 替 企 业 解

决。他的兄弟分别办有腐竹厂和工程卷扬泵，

他利用手中职权帮他们打掩护联系工程获利。

开原石墨，天宝碳素造假，砖厂偷偷生产，掩护

小造粒厂，石材加工这些小作坊，收取“保护

费”，利用各种之便帮助环保公司治理。

调查核实情况：经卫东区人民政府调查核
实，反映的问题不属实。2018年 6月 16日，卫
东区政府成立了由区政府副区长王勇为组长，
区纪委监察委、区政府办、法制办、环保局相关
人员为成员的卫东区人民政府环保督查件专项
调查组，成员有：区纪委监察委（8人）、区环保局
（2人）、区政府办（1人）、区法制办（1人），调查
组对王艳卫的有关问题展开了深入细致的调
查。经过4天紧张的调查，问题基本查清。

王艳卫，男，汉族，1971年 8月出生，河南叶
县人，身份证号：41040219710815XXXX，大
专学历，1993年 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1年
12月至 1994年 12月在江苏省镇江市消防支队
服兵役，1996年 6月至今在卫东区环保局工作，
2011年 1月任卫东区环保局环境监察大队副大
队长至今。其工作管理范围为东环路以东至门
楼张、北环路以南至建设路。其相关问题分项
核实如下：

1.平顶山卫东区环保局监察大队大队长王
艳卫吃拿卡要，利用职务之便勒索企业。为了
掩盖，他让他内弟在沁园小区星河湾开了个千
客香小厨的饭店打掩护，先是给企业设好困难
然后叫企业在他内弟开的饭店内请客，他再喊
上有关系的工作人员替企业解决。经调查：举
报信中反映的“王艳伟”应为平顶山市卫东区环
保局监察大队副大队长王艳卫。王艳卫内弟胡
广专为出租车司机，和千客香小厨饭店无关；妻
妹胡小玲经营湛河区千客香小厨饭店，经走访
王艳卫管理范围内部分企业，未发现有企业在
千客香小厨饭店请王艳卫吃饭证据。

2.他的兄弟分别办有腐竹厂和工程卷扬泵，
他利用手中职权帮他们打掩护联系工程获利。
经调查：王艳卫大哥王红卫和二哥王二卫均为下
岗工人，二人现在合伙从事建筑工地地泵，二人
只和卫东区东城国际房地产项目合作过。据东
城国际房地产项目工程负责人证言，双方的合作
是通过王红卫粘贴在工地的小广告建立的，该负
责人不认识王艳卫，东城国际房地产项目也不在
王艳卫管理区域以内。王红卫和王二卫没有经
营腐竹厂。经走访相关企业，企业方面表示王艳
卫没有在工作中存在吃拿卡要行为。

3.开原石墨，天宝碳素造假，砖厂偷偷生
产。经调查：举报信中反映的“开原石墨”应为
平顶山市开元特种石墨有限公司；举报信中反
映的“天宝碳素”应为平顶山市天宝特种材料有
限公司；王艳卫分管区域内目前只有一家名为
平顶山市辛北新型环保建材公司的砖厂。平顶
山市开元特种石墨有限公司、平顶山市天宝特
种材料有限公司和平顶山市辛北新型环保建材
公司三家企业均为具有正规环评手续的合法企
业，均安装有环保在线监控设备，该设备与市环
保局实时联网，其日常生产不存在造假和偷生
产的可能性。

4.掩护小造粒厂，石材加工这些小作坊，收
取“保护费”，利用各种之便帮助环保公司治理。
经调查：王艳卫分管区域内目前没有石材加工企
业，原有的 4家小塑料造粒作坊已经在 2017年
前全部取缔。现有1家还在原空场所生活，其余
3家均人去厂空，无从查起。经走访，现生活在原
处的原小造粒作坊业主表示，从来没有向王艳卫
交过什么“保护费”。经调查组走访王艳卫分管
范围内企业，未发现王艳卫收取其所管理企业的

“保护费”及其他方面违纪违法证据。
处理及整改情况：无。
问责情况：无。
四十八、驻马店市遂平县 X410000201806150032
反映情况：驻马店市遂平县褚堂乡麦子张

组同发门业厂，2012 年 9 月租用麦子张组 7 名群

众家的耕地共计 39.1 亩，当初租地说是建蔬菜

大棚，却建了一个门厂，建成以来，生产废水臭

气熏天，污染严重。

调查核实情况：群众反映的“同发门业厂”
实际为遂平县同发门业有限公司，位于遂平县
褚堂乡于楼村，法人代表王付文。该公司于
2014年 7月开始建设，2014年 6月委托漯河市
环境科学技术研究所编制了《遂平县同发门业

有限公司年产 20万套金属门生产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2014 年 7月遂平县环境保护局对
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了审批。由于
资金和市场因素所致，该公司只建设了一个
生产车间，产能达不到环保竣工验收条件。
根据《河南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
好环保违规违法建设项目清理整改工作的实
施意见》（豫环委办〔2016〕22 号）文件要求，
该项目被认定为完善类环保备案管理项目，
按照当时现场勘查和业主提供数据，该项目
的生产能力为年产 3 万套非标门。备案公示
项目名称：遂平县同发门业有限公司年产 3万
套非标门项目。

1.关于反映“驻马店市遂平县褚堂乡麦子
张组同发门业厂，2012年 9月租用麦子张组 7
名群众家的耕地共计 39.1亩，当初租地说是建
蔬菜大棚”问题。经调查，该企业前身遂平县绿
源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于 2012年 11月在
遂平县发改委进行项目备案。该项目批复占地
50亩（实际用地为租用7户 39.1亩，属于褚堂乡
于楼村集体土地）用于有机蔬菜种植。反映问
题属实。

2.关于反映“却建了一个门厂，建成以来，
生产废水臭气熏天，污染严重”问题。经现场检
查，因企业自身经营和市场等其他原因，该企业
在 2014年 7月 14日向工商部门注册遂平县同
发门业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金属非标门窗加
工销售；于 2014年 6月 6日在工信部门进行项
目备案，2014年 11月 14日在遂平县发改委进
行项目备案，变更项目用于非标金属门加工。
该公司建设有日处理 10立方米的污水处理设
施，处理后的废水用于厂区绿化。该公司污水
处理设施运行正常，没有发现生产废水臭气熏
天现象。反映问题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按照属地管理原则，遂平
县环境保护局和遂平县褚堂乡人民政府加强对
该公司的巡查监管力度，严格落实网格化监管
职责，确保企业环保设施正常运行，确保企业各
类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问责情况：无。
四十九、驻马店市泌阳县 D410000201806150105
反映情况：驻马店市泌阳县 3 个乡黄山口

乡、春水镇、象河乡，在春水镇西边、北边，有宏

晟石业、金山石业、顺天石业等一两百家矿产，

生产污水污染地下水。

调查核实情况：
1.关于反映“驻马店市泌阳县3个乡黄山口

乡、春水镇、象河乡，在春水镇西边、北边，有宏
晟石业、金山石业、顺天石业等一两百家矿产”
问题。群众反映的“宏晟石业”实际为泌阳县弘
晟石材开发有限公司，位于黄山口乡石仁河村
委马庄组，法定代表人余新健；群众反映的“金
山石业”实际为泌阳县金山石材有限公司，位于
黄山口乡石仁河村委马庄组，法定代表人余小
山；群众反映的“顺天石业”实际为泌阳县顺天
石业有限公司，位于黄山口乡安庄村委贾林组，
法定代表人欧阳文楚。据统计，3个乡共有石材
加工企业207家。反映问题属实。

2.关于反映“生产污水污染地下水”问题。
2018 年 6 月 17 日，联合调查组进行了现场调
查。经调查，3个企业的生产工艺均为：花岗岩
荒料→切割→打磨抛光→成品板材，切割、打
磨抛光工段产生的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全部循
环使用，不外排。沉淀池混凝土结构，厂区地
坪全部用水泥混凝土硬化防渗处理。春水镇、
象河乡、黄山口乡其他石材厂生产工艺、废水处
理工艺、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与以上 3个石材
厂相同。调查时分别在黄山口乡上述 3个石材
厂、石仁河村委马庄组 4个地下水取水井采集
了地下水水样，在春水镇中亿石材厂、铁冒许村
委、邵岗村委地下水取水井采集了地下水水样，
在象河乡盛达石业、霍庄村委、古台村委地下水
取水井采集了地下水水样，共采集地下水水样
10个。泌阳县疾控中心监测报告显示：由于泌
阳是高氟地区，除象河乡盛达石材厂氟化物
（2.03mg/L）超过《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GB/
T14848-93）Ⅳ类标准限值(2.0mg/L)外，其他
点位监测项目色度、浑浊度、嗅和味、肉眼可见
物、pH值、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
物、硝酸盐氮、氟化物、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等
检测项目均符合《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GB/
T14848-93）Ⅲ类标准（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
水水源及工农业用水）限值要求。反映问题不
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泌阳县政府责成相关部
门和属地政府加强对企业的日常监管，加强集
中式饮用水源检测，确保饮水安全。一是环保
部门和属地政府切实履行职责，加强企业日常
监督监管，确保治污设施长期稳定达标运行。
二是卫生部门定期对集中式地下饮用水水源进
行检测，公开水质检测信息，提高群众饮水安全
知晓率，消除群众对饮水安全问题的疑虑。三
是政府和企业进一步完善水环境突发事件应急
预案，排查和消除水环境安全隐患，确保群众饮
用水安全。

问责情况：无。
五十、驻马店市驿城区 X410000201806150033（*）
反映情况：驻马店市驿城区胡庙乡岳楼村

河南鑫征途管业工程有限公司，主要生产水泥

雨水排水管，于 2014年建厂投产，安装了除尘设

备，并且通过各种环保审查，办理了环评手续，

完善了生产所需的相关手续。2018 年 5 月 27 日

10点多来了一辆政府公务车，说我公司污染了驻

马店板桥水库饮用水源，责令停产。我公司领导

迅速通知停产检查。11 点左右又来了一批政府

工作人员，将驿城区政府封条贴到我公司生产机

械设备上，全场停电停产，等待整顿。12 点左右

驿城区政府人员和综合执法局商议拆除我公司

生产设施设备，原封条无效。（下转第十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