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版│162018年6月29日 星期五
组版编辑 薛迎辉 金京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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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批）

（上接第十五版）工人问及拆除理由，政府工作

人员给出的答复是污染板桥水库。工人说板桥

水库距离该厂 20 多公里，工作人员无言以对，

并改口说污染驿城区市政饮水管道，当工人问

及污染源在哪里时，工作人员再次无言以对。

下午 3 点左右，驿城区政府和综合执法局带领

100 多名执法人员和 4 台挖掘机强行进入我公

司，将现场工人轰走，没有理由、没有任何书面

通知，对公司强制进行了隔离。4 台挖掘机在政

府的某领导的指挥下，在工人悲愤的情况下开

始了强行破坏性的拆除。两个多小时好好的一

个公司在无情的官员的指挥下变为废墟，2000

多 万 元 的 资 产 在 某 领 导 的 指 挥 下 化 为 乌 有。

一、驿城区政府和综合执法局强行拆除我公司

的政府公文至今没有下发。三、网络上报道说

我公司污染板桥水库饮用水源一事，为何没有

工作人员到现场勘查？我厂公司和板桥水库相

距 20 多公里，污染源在哪？四、市政饮水管道

在我公司下面，为何从建厂到 2018 年 5 月 27 日

前政府没有任何部门告知我公司，地面为什么

没有标志？五、驿城区政府和综合执法局 2018

年 5 月 27 日强拆我公司后又拿来 2018 年 5 月 25

日的通知让我们签字。为何 2018年 5月 25日不

通 知 ，2018 年 5 月 27 日 强 拆 后 才 给 我 们 下 通

知？八、为何 2018 年 5 月 27 日 11 点贴的封条，

驿城区政府没有隔 3 小时就自行变为强拆，政

府公文岂是儿戏，怎能说改就改？九、为何我公

司办理的合法环评手续在 2018年 5月 27日强拆

后当晚在政府官网上注销？强拆前手续完好，

当天强拆当天注销？损坏厂房、生产设备、生产

原料、成品管材累计损失 2000 多万。工厂全面

停产，与建筑方签订的合同中断，将面临 2000多

万的违约金赔偿。驻马店市驿城区政府和综合

执法局的违法强行拆除给我公司造成的损失有

5000多万元。

调查核实情况：河南鑫征途管业工程有限
公司位于驿城区胡庙乡岳楼村，始建于2014年
3月 21日。2018年 1月 18日，“河南省征途管
业工程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名称变更为“河南
鑫征途管业工程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变更为周
亮亮。经营范围：管道、桥梁预制品、水泥制品
销售、道路工程施工与设计。

1.关于反映“驿城区政府和综合执法局强
行拆除我公司的政府公文至今没有下发”问
题。经调查，该企业从 2014年建厂起，未经依
法批准，非法占用土地，胡庙乡政府通知其停止
违法建设，自行拆除有关设施。2015年 5月，乡
政府组织相关人员对企业进行依法强拆，遭到
了企业负责人的阻挠。2015年 9月，该企业非
法占用土地在卫片执法中被认定为违法图斑，
驿城区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再次对该企业进行
依法拆除。拆除后，该企业又偷偷私自非法建
设，2016年初，该企业非法占用土地在卫片执
法中再次被认定为违法图斑，2016 年 6 月 17
日，区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对该企业进行依法拆
除，但该企业组织人员阻挠执法，不履行相关通
知，2016年 6月 21日，区国土局决定对其进行
立案查处，2016 年 7 月 8 日，对当事人送达了
《国土资源行政处罚决定书》（驿土罚决字
〔2016〕第 067号）,处罚内容“一是责令退还非
法占用的土地；二是自行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
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及其他设施，恢复土地现状；
三是对非法占用的一般耕地和其他土地处以
152000元整的罚款”，但该企业拒绝履行区国
土局的处罚。2017年 1月 16日，驿城区国土局
依法申请驿城区法院进行强制执行；2017年 2
月 17日，驿城区法院下达行政裁定书 （〔2017〕
1702行审 6号），裁定：“一、对申请执行人驻马
店市驿城区国土资源局作出的驿土罚决字
〔2016〕第 067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准予强制执
行。二、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在
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及其他设施并恢
复土地原状，由申请执行人依法自行组织实
施”，企业未提出任何异议；2017年 4月 7日，当
事人仅履行了行政处罚的罚款项，其他款项仍未
履行。2018年，该企业非法占用土地在卫片执
法中又被认定为违法图斑，5月 23日，胡庙乡政
府和胡庙乡国土所分别对该企业下达通知书，要
求拆除相关设施，恢复土地原状，但企业未有任
何拆除行为；5月 25日，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源环
境保护专项行动督察组在板桥水域检查时发现，
该企业存在占压驻马店市板桥水库饮用水水源
一级保护区输水管道两侧50米陆域，并且在拆
除前后多次接到群众对该企业造成环境污染问
题的举报；5月27日，区政府组织区国土局、区环
保局、胡庙乡政府对该企业进行依法强行拆除。
2014年至2018年，政府部门多次对该企业进行
拆除，并多次告知、下达文书。反映问题不属实。

2.关于反映“网络上报道说我公司污染板
桥水库饮用水源一事，为何没有工作人员到现
场勘查，我厂公司和板桥水库相距 20多公里，
污染源在哪”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规定，按照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
规范要求，板桥水库地表水饮用水源保护区输
水管道两侧 50米的陆域为一级保护区。经调
查，该企业位于饮用水输水管道南侧 50米内，
属于一级保护区范围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五条、第九十一条规定，
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
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

3.关于反映“市政饮水管道在我公司下面，
为何从建厂到 2018年 5月 27日前政府没有任
何部门告知我公司，地面为什么没有标志”问
题。经调查，该企业 2014年建厂，未经依法批
准、非法占用土地，政府多次组织相关单位对其
依法拆除。但该企业在被拆除后，又偷偷私自
建设。2016年 7月 8日，驿城区国土资源局又
对企业送达了《国土资源行政处罚决定书》（驿
土罚决字〔2016〕第067号），责令该企业退还非

法占用土地，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
建筑物及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2017年 2
月 17日，驿城区人民法院裁定确认了驿城区国
土局行政处罚行为。企业未经依法批准，非法
占用土地，政府已多次告知该企业停止违法行
为，并拆除相关设施。反映问题不属实。

4.关于反映“驿城区政府和综合执法局2018
年5月27日强拆我公司后又拿来2018年5月25
日的通知让我们签字。为何2018年5月25日不
通知，2018年5月27日强拆后才给我们下通知”
问题。经调查，2018年 5月 25日执法人员对该
企业现场勘察和对法人代表进行询问，5月26日
制作了《责令纠正违法行为通知书》，5月 27日，
送至河南鑫征途管业工程有限公司，该企业法人
代表周亮亮拒不签字，见证人为胡庙乡副乡长王
磊。反映问题部分属实，但执法程序合法。

5.关于反映“为何2018年 5月 27日 11点贴
的封条，驿城区政府没有隔 3个小时就自行变
为强拆，政府公文岂是儿戏，怎能说改就改”问
题。经调查，2018年 5月 23日，区国土局在根
据土地卫片执法中发现的该企业搭建厂棚并有
生产痕迹问题，对其下达通知书，责令拆除，但
企业未有任何拆除行为；5月 27日，区政府组织
区国土局、区环保局、胡庙乡政府对该企业进行
依法强制拆除。同时，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源环
境保护专项行动督察组在板桥水域检查时发现
该企业位置处于驻马店市板桥水库饮用水源输
水管线一级保护区范围内，5月 26日驿城区环
保局对该企业下达《责令纠正违法行为通知
书》，5月 27日对该企业贴封条，责令停止一切
生产活动，人员撤离，以便开展执法拆除行动。

6.关于反映“为何我公司办理的合法环评
手续在 2018年 5月 27日强拆后当晚在政府官
网上注销？强拆前手续完好，当天强拆当天注
销”问题。经调查，河南首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 9月在未调查驻马店市板桥水库饮用水
源输水管线一级保护区范围的情况下，制作出了
《河南征途管业工程有限公司年产3000根排水
管项目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在结论中明确
该项目不在驻马店市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与
事实不符，严重误导环保部门对该项目批准通过
环保备案。因评估报告制作存在错误问题，在查
实相关事实的情况下，5月 27日政府官网对《河
南征途管业工程有限公司年产3000根排水管项
目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予以注销。反映问题
属实。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管理办
法》第36条第二款，《河南征途管业工程有限公
司年产3000根排水管项目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
告》属于主要环境保护目标遗漏。经驿城区环保
局研究决定对河南首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及编
制主持人处以限期整改12个月。同时，区监察
委对把关不严、审核不力的驿城区环保局生态环
评股股长作出降级处理决定。

处理及整改情况：该企业在6月13日中央第一环
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编号D410000201806130010
信访举报件之前已被拆除到位，区委、区政府已
对涉案人员进行了严肃处理。

问责情况：2018年 6月 7日，驿城区纪委监
察委对涉及河南征途管业工程有限公司案件的
13名公职人员进行责任追究，其中正科级4人，
副科级4人，股级干部5人。

五十一、新蔡县 X410000201806150031
反映情况：驻马店市新蔡县黄楼镇石家湖

村村干部石书俊抢占村民宅基地，建了一个存

栏 500 头以上的养猪场，粪便直接排到村头沟

里，流到村东头的大洪河，造成洪河水严重污

染。曾多次向环保局反映没人管。

调查核实情况：对举报人反映的问题，经查
该养猪场建在石湖村委石湖庄北侧（被举报的
养殖场实为朱妮养猪场，朱妮与石书俊系母子
关系，石书俊 2016年 6月因防火期间工作不力
被黄楼镇党委撤销职务，已不再是村干部）。朱
妮，女，现年68岁，系新蔡县黄楼镇石湖村石湖
庄村民。朱妮于2012年 10月 15日与该村村民
组签订了宅基地使用租赁合同，并在该宅基地
上建设猪舍共 5栋，占地面积约 1000平方米、
猪舍面积约 700平方米，并于 2013年 4月开始
养猪。2018年 2月 9日黄楼镇人民政府按照相
关规定对该养猪场下达了停养整治通知书，要
求于 2018年 6月 30日前落实到位。2018年 5
月 3日有群众到新蔡县环保局反映该养殖场污
染问题，县环保局于当日受理。2018年 5月 8
日新蔡县环保局执法人员对朱妮养殖场依法进
行了调查，该养殖场正在按照黄楼镇人民政府
通知要求进行生猪处理过程中，调查时该场存
栏还有12头生猪，养殖废水有直排迹象。2018
年 5月 15日新蔡县环境监察大队对该养殖场下
达了限期整改通知书（新环监〔2018〕45号）要
求按照黄楼镇停养要求时限停止养殖。2018
年 6月 5日对该养殖场进行后督察时生猪已处
理完，已停养，并对部分养殖废渣进行了清理。
中央第一督察组交办后，案件调查组立即现场
核查，虽生猪已处理完，但养殖外排废渣未彻底
清理到位，举报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对举报人反映的“驻马店
市新蔡县黄楼镇石家湖村村干部石书俊抢占村
民宅基地，建了一个500头以上的养猪场，粪便
直接排到村头沟里，流到村东头的大洪河，造成
洪河水严重污染。曾多次向环保局反映没人
管”的问题，县政府主要领导现场督导，黄楼镇
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组织相关人员，对该养猪
场未彻底清除的污染物进行彻底清理，消除对
周围环境的影响，目前已清理整改到位。

问责情况：黄楼镇党委对石湖村委负有直
接责任的环境污染防治监管网格员杨景玉给予
党内警告处分。

五十二、新蔡县 X410000201806160021
反映情况：驻马店市新蔡县栎城乡 335 省

道西侧，栎城超检站西南角有一沙子堆放存储

运输销售场所，白天卖沙，晚上收沙，占用基本

农田，没有任何污染防治设施。

调查核实情况：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据调查
该沙石场负责人李振群（乳名刘群），男，48岁，
系河南省新蔡县栎城乡六里棚村丁庄东组村
民，于 2018年 3月私自租赁耕地，未建任何污
染防治设施，未经任何部门审批，擅自投入经营
沙场，群众举报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对群众举报“驻马店市栎
城乡 335省道西侧，栎城超检站西南角有一沙
子堆放存储运输销售场所，晚上收沙、白天卖
沙，占用基本农田，没有任何污染防治设施”的
问题，县政府主要领导现场督导，栎城乡人民政
府组织相关人员及设备对该沙场进行了清理取
缔，现沙石已清理完毕，并复耕。

问责情况：1.县政府对栎城乡党委书记杨
凡进行了组织约谈。2.栎城乡纪委对负有监管
责任的栎城乡六里棚村党支部书记兼六里棚村
委网格长沈洪亮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五十三、新蔡县 D410000201806160038
反映情况：驻马店市新蔡县栎城乡杜庄村，

有两家养猪场粪便污水直接排放河沟里，导致

河沟内鱼死亡。

调查核实情况：对群众反映的问题，经调查
该自然村有两家养殖户，分别是杜清亮和魏金
英。1.杜清亮，男，69岁，系河南省新蔡县栎城
乡六里棚村杜庄组居民。该养殖户是贫困户、
政府扶贫对象，为了致富脱贫，杜清亮在自家院
内建有15平方米猪舍，养了一头母猪和一头小
猪。2.魏金英，女，74岁，系河南省新蔡县栎城
乡六里棚村杜庄组村民。该养殖户在自家院内
建有 20平方米猪舍，共养了两头猪，是为了长
大了过年自用的。这两家养殖户均未建任何污
染防治设施，养殖废水及粪便直接外排到村内
河沟（实是村庄内池塘）。村委干部、村民证明
该池塘多年没人养鱼，也未发生过鱼死亡的
事。群众举报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接群众反映问题后，县政
府主要领导现场督导，栎城乡党委、政府主要负
责人组织人员，对该村庄内池塘进行清理打捞，
消除污染物，目前已清理整改到位。该两家养
殖户猪已处理、销售、不再养殖。

问责情况：1.县政府对栎城乡党委书记杨凡
进行了组织约谈。2.栎城乡纪委对负有监管责任
的六里棚村委巡查员李运国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五十四、邓州市 D410000201806140052
反映情况：南阳市邓州市都司镇牧原养殖场，

粪便直排入耕地。投诉人对6月12号公众号上的

处理结果不满意。执法人员提前透露投诉人的信

息给该公司掩盖证据。至今该污染没有得到治理。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投诉人举报部分属实。
1.投诉人反映邓州市都司镇牧原分场粪便

直接排入耕地不属实，邓州市牧原养殖有限公
司有完善的污染防治设施，根据环评报告沼液
通过厌氧发酵后，可以用于还田处理。

2.投诉人对 6月 12号公众号的处理结果不
满意的主要原因，是对鱼死亡赔偿有争议。针
对此问题，市环境攻坚办已责成都司镇政府和
司法所，引导养殖户到渔政部门申请鉴定损
失。同时，由镇、村两级组成联合工作组帮助养
殖户协调牧原公司十分场，协商具体赔偿事
宜。如投诉人对协商结果仍不满意，将引导投
诉人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

3.投诉人反映“泄露投诉人信息给牧原公
司”不属实，省中央环保“回头看”案件交办组在
向邓州市转办举报投诉件的时候，转办内容只
包含受理编号、举报地点、举报内容、行业类型、
污染类型等信息，不涉及举报人姓名、联系电
话、地址等信息。对涉及举报人个人隐私的信
息，邓州接件人员、执法人员均没有知情权，因
此不存在将投诉人信息透露给牧原公司现象。

处理及整改情况：继续加大对牧原各分场
的监管力度，铁腕执法，重拳治污，确保牧原邓
州分场不发生污染周边环境的违法行为，为群
众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问责情况：无。
五十五、邓州市 D410000201806140065
反映情况：南 阳 市 邓 州 市 团 结 路 中 段

500-600 米，回民村城中村改造拆迁，拆迁后的

建筑垃圾无人清理。投诉人 4 月份向中央巡视

组反映至今没有处理结果。

调查核实情况：邓州市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召开团结中路棚户区改造项目动员大会，并
于当年 5 月初正式全面启动项目拆迁。动员
大会后，经过近 3个月工作，完成一期约 2230
户的征收。在推进征收的同时，为环保需要，邓
州市也在同步推进房屋的拆除和建筑垃圾的清
运，并在后续约半年时段内基本完成了房屋拆
除和建筑垃圾的清运以及裸露地面的覆盖。举
报材料中所指的建筑垃圾，主要系私人住宅室
内装饰装修或改造后偷偷倾倒的建筑垃圾以及
个别居民乱倒的生活垃圾，极少量为2016年征
收、拆除房屋时遗留的建筑垃圾。投诉人举报
基本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一是责成项目所在两个街
道办事处（花洲办、古城办），利用10天时间（6月
21日至 6月 30日）完成举报材料中所指建筑垃
圾的清运。二是对目前确实不宜或者不便清运
出去的建筑垃圾和其他裸露地面，予以无缝覆
盖。三是以两个街道办事处（花洲办、古城办）为
主体，其他有关部门配合，安排办事处和村组干
部以及城市管理执法人员轮流值班，对该路段两
侧进行不定时巡查和监督管理，及时发现和制止
乱扔乱倒垃圾现象。四是由邓州市委、市政府督
查局会同大气攻坚办督查组对以上 3项举措的
落实情况进行持续督察，确保建筑垃圾清运及
时、彻底，裸露地面覆盖全面，后续管理有保障。

问责情况：无。
五十六、邓州市 D410000201806160020

反映情况：南阳市邓州市都司镇姚李村牧

原养殖第十分场、户张村第九分场。第十分场

在加装暗管，污染往九分场转移，邓州市公示信

息不实。诉求人因为举报这个问题，2013 年两

会期间到北京上访，被关了十几天。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投诉人举报部分属实。
1.经现场核查没有暗管排污，所看到管道

为沼液还田支农管网传输系统。2017年 10月
份为了缓解牧原十分场的环保压力，邓州牧原
开始规划十场到九场的导水管道，并在2017年
11月份完成管道规划图纸并准备施工，但在协
调管道铺设过程中，农户因为小麦毁青问题一
直不同意施工，因此在2018年 5至 6月，邓州牧
原第十分场联通第九分场支农管网才铺设完
毕，全长6753米，途经程营村、八里村、户张村，
覆盖农田 600多亩，年还田能力 3万方。此项
工程是由张永亮施工队承办，于2018年 6月 15
日完工。因此投诉“十分场往九分场加装管道”
属实，但不是用于暗管排污，仅用于沼液坝调节
使用。

2.邓州市牧原养殖有限公司建场最早的是
十一分场，建于 2014年１月，十分场建于 2015
年 1月，十三分场于2015年 7月开始建设，九分
场建于 2016年 1月，举报人投诉“2013年两会
期间上访投诉问题被关了十几天”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在今后的工作中，将继续
加大对牧原各分场的监管力度，铁腕执法，重拳
治污，确保牧原邓州分场不发生污染周边环境
的违法行为，为群众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问责情况：无。
五十七、邓州市 D410000201806150075
反映情况：南阳市邓州市赵集镇辛集村，外

村的养殖户夜间偷偷把粪便倾倒到村北方向，

距离住户比较近，气味难闻。

调查核实情况：邓州市赵集镇竹李村新集自
然村，位于赵集镇西北约3公里。2018年6月17
日经过市环境攻坚办、赵集镇政府工作人员和竹
李村委对新集自然村周围进行排查，在新集街北
200米处，发现在农田边靠近邓罗路右侧倾倒面
积约3㎡的牛粪。群众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赵集镇政府立即组织竹
李村环卫人员，对倾倒的牛粪进行清理。6月
20日，市环境攻坚办和市环保局工作人员对竹
李村新集自然村原牛粪倾倒处进行后督查，该
地点倾倒的牛粪已清理完毕，没有发生反弹。
市政府已责成赵集镇政府加强日常巡查，防止
垃圾乱堆乱放，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加强对群众
的宣传教育，杜绝类似问题发生。

问责情况：无。
五十八、信阳市 X410000201806110036
反映情况：我要反映的问题与纪律无关，仅仅是

环境卫生问题。我不知道卫生城市具体是怎么评选

的，信阳市是怎么通过的，但我感觉和一个普通城市

的卫生标准相去甚远。希望信阳能正视自己。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反映的情况部分属
实。1.关于信阳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基本情
况。信阳市于2007年提出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经过全市上下共同努力，于2014年通过全国爱
卫办组织的评审验收，被授予国家卫生城市荣
誉称号。2017年为届满复审年，为确保复审成
功，信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全市人民积极
拥护支持，共同为复审成功贡献力量。按照全
国卫生城市评选复审标准要求，信阳市结合实
际，固强补弱，在全面提升城市管理质量的基础
上，突出对短板弱项持续发力，尤其是在城区道
路建设、背街小巷整治、环境卫生清理、公共卫
生设施建设、游园绿化建设、停车场建设、停车
位划设、老旧小区改造等方面全力推动，最终以
806分的优异成绩通过国家暗访调研，被全国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重新确认国家卫生城市。
2.关于国家卫生城市评审程序。根据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爱国卫生工作的意见》
（国发〔2014〕66号），国家卫生城市评审每 3年
为一个周期，每周期第 2年 6月底前均可申报，
原则上第 3年集中命名。3.关于存在的环境卫
生问题。信阳市自2007年提出六城联创、启动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以来，在全市上下的共同努
力下，全市城区环境卫生面貌有了很大改观。
2017 年，虽然在复审中以 806分通过暗访，但
仍被扣了近 200分，说明信阳市国家卫生城市
建设工作仍有很多不足，特别是在市容环境卫
生、农贸市场、食品安全、城乡接合部等方面仍
有达不到国家卫生城市标准要求的地方，确实
存在一些差距。

处理及整改情况：1. 认真抓好问题整改。
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认清差距，正视问
题，加大对市容环境卫生、农贸市场、食品安全、
城乡接合部等方面的综合整治力度，切实改进不
足，缩小差距。2. 持续加强，巩固提升。进一步
加大宣传，激发广大市民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
参与、配合和监督。充分发挥全市各级、各部门
和社会各界的力量，认真履职尽责，加强监管检
查，持续发力，不断提升城市管理质量和水平。

问责情况：无。
五十九、信阳市罗山县 D410000201806140077
反映情况：信阳市罗山县莽张镇田浮村浮

北组，有家豫明公司养猪场非法排污，污染投诉
人的耕地。罗山县的环保局检测出该公司超
标，但是该公司不承认自己非法排污。

调查核实情况：1.举报反映的“养猪场非法
排污，污染投诉人耕地”问题。经查，投诉人反映
的“田浮村浮北组”实为“天湖村胡北组”，“豫明
公司”实为“罗山县豫鸣畜牧有限责任公司”。该
公司位于罗山县莽张镇郑洼村，于2008年 11月
11 日取得环评手续（信环审〔2018〕153 号），
2009 年开工建设，2014 年 10 月投入试生产。
2015年 11月 2日，该公司《罗山县豫鸣生态养
殖园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通过
验收（罗环验﹝2015﹞4号）。该养殖场的主要治

污工程为污水处理沼气工程，猪舍废水通过地
下管网收集后，经固液分离、干粪脱水后用于消
纳土地施肥，废水通过厌氧发酵产生沼气用于
发电，沼液清液用于猪舍冲洗和苗圃林地灌溉
使用。经现场检查，该公司污水处理设施运行
正常，未发现污水外排现象。2.举报反映的“环
保局检测出超标，但该公司不承认非法排污”问
题。2018年 5月 7日，罗山县环保局监测站应
投诉人要求，在其农田内取水样监测，检测结果
为化学需氧量指标 19mg/L、总磷指标 3.29
mg/L、氨氮指标 11.9mg/L。其中化学需氧量
指标符合农田灌溉标准（GB5084-2005水作），
因无氨氮和总磷因子评价标准，无法对此两项
指标进行评价。

处理及整改情况：1.积极做好养殖企业与
信访人双方调解工作，协调双方当事人达成一
致意见。2.加强日常监管，加大巡查力度，防止
非法排污问题发生。

问责情况：无。
六十、信阳市潢川县 D410000201806150054
反映情况：信阳市潢川县谈店乡牌坊村潢

川县垃圾填埋场，排放臭气，偷排污水。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举报反映的问题部
分属实。该垃圾填埋场为潢川县生活垃圾处理
场。目前，该垃圾处理场正抓紧进行问题整
改。1.举报反映的“排放臭气”问题，属实。该
垃圾处理场每天采用消杀除臭设备进行消毒除
臭作业，但由于操作人员不专业，消杀不彻底，
仍有臭味产生，为更有效地减少场界臭味，潢川
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于 2018年 5月 21日与保
定市洁鑫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签订合同，购买除
臭灭蝇服务，由专业人员进行除臭防治。2.举
报反映的“偷排污水”问题，基本属实。潢川县
生活垃圾处理场配套建设有日处理渗滤液 60
吨污水处理站一座，于 2009年 10月使用，采用
LTIR集成垃圾渗滤液处理装置。由于调节池
建设不规范，无防雨淋措施，厂区无雨污分流，
存在污水溢流直接排放问题。为解决垃圾渗滤
液处理问题，潢川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采取租
赁方式，委托湖南鑫恒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设计，
新增一套 120吨/日垃圾渗滤液集装箱式应急
处理系统，目前设备已投入使用，解决原有设施
超负荷运行问题。

处理及整改情况：1.全面清理污泥。已组
织机械对被污染的周边农田和排污沟污泥进行
清除，预计7月 5日可清理到位。2.给予经济补
偿。经与徐岗坎、林堰头村民组群众协商，就被
废水污染农田造成损失补偿问题达成协议，由
潢川县城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一次性补偿两个
村民组受损群众21万元。3.实施升级改造。潢
川县于 2017年 4月对该场渗滤液处理工程进
行升级改造，已完成项目立项、可研、环评、施工
设计等手续，6月底招投标，2018年 11月底完
工投入使用。同时，对渗滤液专用排污管道进
行整改，预计 7月 30日投入使用。4.迅速扩大
处理能力。为解决目前及扩容施工期间渗滤液
处理问题，已租用一套渗滤液处理设备，采用微
波消解预处理+两级 DTRO处理工艺，日处理
能力达 120m3，已于 6月 16日投入使用。5.实
施经济处罚。针对该场违法排污行为，潢川县
环保局下达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并
处以罚款80万元。

问责情况：1.对潢川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
场分管渗滤液处理的副场长马磊行政警告处分
（因垃圾处理场暂无负责人）；2.对分管垃圾处
理场的潢川县城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党组成
员、总工程师施正约谈提醒并停职 3个月，3个
月整改不到位，到期将给予免职处理。

六十一、信阳市商城县 D410000201806150061/
D410000201806150062

反映情况：信阳市商城县鄢岗镇山坎村南

洼组有个养鸭场，臭气熏天，苍蝇很多；村干部

带着乡里和县里的人到各家各户让群众不要再

投诉，诉求人要求该鸭厂搬离居民区。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举报反映的问题部
分属实。该养殖场污染防治设施不健全，在养
殖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对周边环境造成了
一定影响。该养殖场已于 2018年 6月 17日取
缔，并拆除了全部养鸭设施，清理了残余养殖废
弃物，同时对养殖场地进行了杀菌消毒。商城
县鄢岗镇政府在调查了解过程中，对周边群众
逐户逐人走访，主要目的是告知群众目前养鸭
场污染问题整改情况，让群众了解实际情况，并
告知在外务工的亲属好友，防止误解；群众有意
见及诉求直接与镇党委政府沟通和反映，便于
及时整改。

处理及整改情况：1.取缔该养殖场。目前，
该养殖场饲养的鸭子已全部清理完毕，养殖场
鸭架、漏网、围挡等养鸭设施已拆除，同时对养
殖场地进行了杀菌消毒。2.加强日常监管，加
大执法巡查力度，及时处理和整改问题，防止养
殖污染问题发生。

问责情况：对负有属地管理责任的鄢岗镇
环卫所所长曾道胜进行约谈；对鄢岗镇山坎村
党支部书记程磊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对负有监
督管理职责的商城县环境监察大队中队长刘克
铭诫勉谈话；对商城县畜牧局执法队队长冯文
强诫勉谈话。

六十二、信阳市商城县 D410000201806150058
反映情况：信阳市商城县鄢岗镇山坎村南

洼组，养鸭场距离居民区很近，没有任何手续，

臭气熏天，废水乱排；最近几天村里的干部劝说

大家不要再反映这个问题了。诉求人强烈要求

鸭厂搬离居民区。投诉后鸭厂老板就会知道什

么时间什么电话投诉了鸭厂。

系重复举报，调查核实、处理整改和问责情况和
编号D410000201806150061/D4100002018０
6150062信访案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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