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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阳市唐河县 X410000201806140005
反映情况：南阳市唐河县毕店镇江河口村

村民举报一起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环境污染大

户，朱泽亮伙同唐河县环保局某领导杨某可能

持有干股，在唐河县境内桐柏境内平化桥头有

几套纸厂，没有任何环保措施，材料随意露天堆

放，废水直接外排，夏天臭气熏天，直接影响当

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土法燃煤，没有烟囱，也没

有烟尘处理，煤灰漫天飞。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反映问题不属实。
举报反映的江河口村位于唐河县毕店镇沙河铺
村委，下辖 3个村民小组，全村共 600多人，没
有朱泽亮此人，在唐河县、桐柏县境内均无平化
桥头这一地点。

经调查，在唐河县江河口村东有一造纸厂，名
称是唐河县宏达有限公司，该公司办理有环境影
响评价审批手续，配套建设有污染防治设施，不存
在废水直排现象，建设有烟囱，且该厂因经营问题
已于2017年 4月停产至今，不存在土法燃煤、烟
尘未经处理、煤灰漫天飞情况。唐河县毕店镇江
河口村附近未发现其他纸厂，不存在唐河县环保
局某领导杨某持有干股情况。经唐河、桐柏两县
对附近村民询问，均不存在群众举报的平化桥头。

处理及整改情况：唐河县、桐柏县将加强该
区域环境监管工作，进一步加大巡查力度，严厉
打击造纸企业违法行为，确保群众环境安全。

问责情况：无。
二、南阳市唐河县 D410000201806140072
反映情况：南阳市唐河县苍台镇栗湖赵村，五

组村民刘文立和刘中文各办了一家养牛场，粪便不

清理，污水到处流，污染地下水源，臭气难闻，曾向

唐河县环保局举报，反馈称让直接挖坑，掩埋粪便。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反映“粪便不清理，污水到处流，污染地下

水源，臭气难闻”问题，部分属实。经现场调查，
刘中文和刘文立两个养牛户为规模化以下养
殖，未配套污染治理设施，存在粪便未及时清
理，臭味难闻问题。针对举报人反映的两家养
牛户污染地下水的问题，唐河县环境监测站在
该自然村 3 户村民家分三个点位提取 15m~
20m地下水样三个。经监测，pH值、氯化物、氟
化物、总硬度、氨氮等数值均不超标。其中 2户
村民家两个点位存在溶解性总固体超标，溶解
性总固体超标原因是溶解于地下水中的分子、
离子、化合物等残渣比较多，因此这两个点位溶
解性总固体超标与养牛污水排放无关。

反映“曾向唐河县环保局举报，反馈称让直
接挖坑，掩埋粪便”问题，不属实。经查阅唐河
县环保投诉渠道，没有接到过此举报，不存在指
示过任何养殖户直接挖坑掩埋粪便问题。

处理及整改情况：唐河县要求上述两家养
殖户立即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截至6月 20
日，刘中文养殖户采取干清粪办法，将牛粪清至
干晒场，干晒场面积约 30平方米并实施硬化、
围挡、防渗措施，同时建沉淀池约 25 立方米。
刘文立养牛户建干晒场约50平方米，沉淀池约
30立方米，牛粪和尿液发酵后施肥，综合利用
不外排。唐河县将进一步加大对养殖场（户）的
监管力度，督促其完善污染治理设施，确保粪污
全部得到无害化处理，综合利用不外排。

问责情况：无。
三、南阳市唐河县 D410000201806140086（*）
反映情况：1.南阳市唐河县文峰区谢园路

南头，下水道里的生活垃圾全堆积在此处，无人

治理。2.铁路南路西有两家养猪场和一家养牛

场，粪便、污水随意排放。3.铁路南路东工业区

院内有一家塑料颗粒加工厂，晚上生产时排放

废气，黑烟滚滚，污染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反映“南阳市唐河县文峰区谢源路南头，下

水道里的生活垃圾全堆积在此处，无人治理”问
题，基本属实。经调查，举报中提到的下水道，
位于唐河县文峰街道办事处郭庄社区郑庄村民
小组谢源路南与铁路桥交叉口，里面堆放有约
10立方米的建筑垃圾。

反映“铁路南路西有两家养猪场粪便污水随
意排放”问题，部分属实。举报的铁路南两家养猪
场位于唐河县文峰街道办事处郭庄村委郑庄组铁
路桥南西20米处，是一个生猪暂存屠宰点，无任
何治污设施，现场检查时，该屠宰点猪舍仅有5头
生猪，有少量粪便污水直接排入南侧自然沟内。

反映“铁路南路西一养牛场粪便污水随意
排放”问题，属实。经调查，举报的铁路南路西
一养牛场位于唐河县文峰街道办事处郭庄社区
郑庄组铁路桥南西 50米。该养殖户于 2017年
2月开始养殖至今，存栏黄牛 26头，占地面积
200平方米左右，配备铡草机一台，没有污染治
理设施，污水随意排放。

反映“铁路南路东工业区院内有一家塑料颗
粒加工厂，晚上生产时排放废气，黑烟滚滚，污染
环境”问题，部分属实。经调查，举报的铁路南路
东工业区是唐河县兴唐街道办事处工业区，工业
区院内实际有2家生产小颗粒的企业，分别是唐
河县长宏塑业有限公司和唐河县益民塑业有限公
司。唐河县长宏塑业有限公司于2006年9月4日
办理了环境影响登记表，于2007年 6月 15日通
过环评验收；唐河县益民塑业有限公司于2007年
9月14日办理了环境影响评价登记表，2010年6
月建成投产并通过环评验收。上述两家企业各擅
自加装一台造粒机，造粒机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电
热熔，有废气排放，但未发现黑烟滚滚现象。

处理及整改情况：针对下水道垃圾问题，
2018年 6月 17日下午，唐河县文峰街道办事处
郭庄村委派专人用铲车、挖掘机、运输车辆各一
台，将下水道的建筑垃圾全部清理，并转运至县
垃圾填埋中心处置；针对生猪屠宰点粪便污水
污染问题，唐河县文峰街道办事处会同县环境
执法人员对该生猪屠宰点依法取缔，拆除木柴
锅台和屠宰附属设施；对排入南侧自然沟的少
量粪便污水进行清理清运。针对养牛场污染问

题，截至 6月 19日下午，该养殖户已建设约 30
立方米沉淀池一座，干晒场一处并硬化、围挡、
搭棚，同时采取干清粪工艺，把牛粪和污水适时
运到菜地施肥，综合利用不再外排，并对已排放
在周围的粪污水进行清理清运；针对塑料颗粒
厂污染问题，唐河县兴唐街道办事处、唐河县环
境执法人员联合执法，依法对唐河县长宏塑业
有限公司和唐河县益民塑业有限公司两家企业
的造粒机及附属设施全部拆除到位。

问责情况：无。
四、南阳市 D410000201806140035
反映情况：南阳市很多县里面中小型水库

污染严重。因为养鱼承包人为了鱼快一点成

长，经常往水库里投放化肥，造成水库污染。诉

求人建议中小型水库不能外包。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反映问题部分属
实。南阳市现有水库541座，分布在桐柏、唐河、
方城、社旗、南召、鸭河工区、卧龙、镇平、淅川、内
乡、西峡等 11个县区，其中大型水库 2座（鸭河
口、赵湾）、中型水库24座、小型水库515座（小1
型 79座，小2型 436座）。水库是南阳市的主要
养殖水域，养殖水面72万亩（含丹江口水库），占
全市可养鱼水面的79%，其中大、中、小型水库养
殖面积分别占水库养殖面积的86%、8%和6%。

针对水库化肥养鱼出现的问题，2008年南
阳市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规范水库施肥养鱼
管理的通告》，要求各相关部门做好专项治理、
完善养殖承包合同、加强技术指导、签订渔业水
域安全生产责任书等工作。目前南阳市大中型
水库已全面禁止化肥养鱼，小型水库化肥养鱼
已基本得到有效控制。

经南阳市水利局调查，截至目前，大中型水
库无化肥养鱼，2座小型水库存在化肥养鱼，1
座小型水库疑似化肥养鱼，5座小型水库水质浑
浊有异味。

1.中小型水库抽查情况。南阳市水利局于
今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现场检查了22座中型
水库和20座小型水库，均未发现化肥养鱼现象。

2.鸭河工区2座小型水库化肥养鱼情况。6
月 12日至 6月 15日“河长制”工作督查时，发现
鸭河工区柏树庄水库、张湾水库存在化肥养鱼现
象，市河长办已下发整改通知，责令其限期整改。

3.桐柏县吴城镇丁庄水库疑似化肥养鱼情
况。近期，桐柏县摸底排查时发现，该县吴城镇
丁庄水库（小型）涉嫌投放化肥养鱼，已要求辖
区政府抓紧整改，根据水质化验情况定性后依
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4.镇平县5座小型水库水质浑浊。近期，镇
平县排查水库时发现该县高西河、大韩沟、汤河、
山北、清泉等 5座小型水库，水质浑浊有异味。
目前该县水政、渔政、小型水库管理中心正在联
合调查取证。关于诉求人建议“中小型水库不能
外包”问题。《河南省小型水库管理办法》（省政府
令第171号）、《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南阳市贯彻落实〈河南省小型水库管理办法〉实
施意见的通知》（宛政办〔2016〕83号）都明确规
定：“小型水库的运用应当在保证安全和河流生
态基流的前提下，发挥综合效益。利用小型水库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影响水库安全运行、防汛抢
险和抗旱调度，不得污染水库水质和破坏生态环
境。”“通过租赁、承包、股份合作形式利用小型水
库开展经营活动的应当签订相应的经营合同。”

处理及整改情况：一是针对存在化肥养鱼的
小型水库，下发整改通知，要求相关责任单位认真
制订整改方案，切实采取得力措施，限期整改。对
水质污染严重的水库，依照环保和渔业等法律法
规从重查处。二是要求县区按照水域功能区划的
要求，对水库养殖功能进行区分，组织对所有中小
型水库水产养殖情况进行调查摸底，建立水库养
殖生产台账，制定水库养殖污染防治治理措施，加
强技术指导，发展水库生态健康养殖，不得造成水
域环境污染。三是加强中小型水库安全运行管
理，辖区政府和相关乡镇、单位，签订水质保护责
任状。同时，加大环保、渔业和水污染防治法律
法规知识宣传力度,增强保护水库水体质量的自
觉性。建立责任追究制，不断规范全市水库养鱼
行为，禁止化肥养鱼，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规
范出租方（特别是乡镇政府）和承租方。四是由
市水利局牵头制定水产业绿色发展养殖规划，全
面取消化肥养鱼、全面取消网箱养鱼，待水库承包
合同到期后，按照相关规定交由县区水利局或乡
镇政府管理，实行全面自然生态养殖。

问责情况：无。
五、南阳市南召县 X410000201806150004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南阳市方城县古

庄店乡郭桥村村东头有一条河，河水黑臭难闻，

滴到身上都会起泡，严重污染村民的饮用水源。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反映问题部分属
实。举报反映的郭桥村村东头河流名称为招夫
岗河，属淮河流域甘江河干流、脱脚河支流。

反映“河水黑臭难闻，滴到身上都会起泡”
问题，部分属实。郭桥村村东头河流周边确有
难闻气味，经查，难闻气味来源为村民堆放的生
活垃圾。针对群众反映滴到身上都会起泡问
题，不属实，方城县环保局在郭桥村边河流取样
监测，监测结果显示符合地表水三类水标准。

反映“群众反映严重污染村民的饮用水源”
问题。经调查，方城县古庄店乡郭桥村目前没有
安全饮水工程，居民都是自打井取用地下水。6
月 18日，方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郭桥村生
活饮用水取样监测，因监测周期需要15日，待报
告出具后，方城县将依据监测结果进一步处理。

处理及整改情况：方城县古庄店乡政府已
组织人员、机械设备（挖掘机）对招夫岗河河段
河床生活垃圾进行打捞、清理。

问责情况：无。
六、南阳市方城县 X410000201806150019
反映情况：1.南阳市方城县水利局张国强与

方城金淼实业有限公司蒋承懋、芦天生、贺东旭、

赵文杰相互勾结在方城县杨楼镇燕山水库违法中

标（以水库清淤为由非法采砂，金淼实业中标后招

纳 50 多家企业在燕山水库抽砂，大小船只几百

条，运输车辆川流不息，扬尘严重），严重污染河道

及危害当地百姓的法律责任；2.要求中央巡视组

成立调查组处理方城县水利局渎职、不作为给我

们造成经济损失的法律责任。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燕山水库采砂招投标在 2015 年 4月底前

已完成，2015年 5月 8日签订采砂合同，甲方代
表为方城县水利局贾贵海，乙方代表为蒋承
懋。《河南省水利厅关于燕山水库上游南阳市段
2014~2018 年河道采砂规划的批复》（豫水管
〔2014〕23号）、《南阳市水利局关于方城县燕山
水库上游南阳市 2014年度河道采砂实施方案
的批复》（宛水河〔2014〕26号），河南省金淼实
业有限公司通过招投标依法获得采砂权。

反映“县水利局局长张国强与蒋承懋、芦天
生、贺东旭、赵文杰相互勾结在方城县杨楼镇燕
山水库违法中标”问题，不属实。方城县水利局
现任局长张国强于2015年9月30日任职水利局
局长，燕山水库采砂招投标在 2015年 4月底前
已完成，不存在与蒋承懋、芦天生、贺东旭、赵文
杰相互勾结在方城县杨楼镇燕山水库违法中标。

反映“50多家企业在燕山水库抽砂”问题，
不属实。实际采砂企业只有河南省金淼实业有
限公司一家，该公司2015年 2月 27日通过招投
标合法获得燕山水库上游南阳市段采砂权，属
于合法开采。

反眏“大小船只几百条、运输车川流不息、扬
尘严重、严重污染河道及危害当地百姓”问题，部
分属实。个别砂场确实存在运输车辆覆盖不到
位、无喷淋设施、砂堆无任何抑尘措施等问题，造
成局部扬尘，导致环境污染。2018年3月，杨楼镇
在全镇范围内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行动，针对水库
周边进行网格化卫生清扫，确保不再发生扬尘污
染问题。2018年5月15日，燕山水库进入禁采期
（汛期），所有船只停靠岸边，禁止开采，目前秩序
良好，不存在污染河道及危害当地百姓的问题。
2018年以来，县环境监测站对市控断面甘江河西
各口断面每月进行水质监测，该断面水质达标。

处理及整改情况：方城县将进一步强化落
实措施，举一反三，加大对此类采砂企业的整治
力度，严格按照行业相关标准进行监管，同时，
狠抓长效机制落实，严防同类问题再次发生。

问责情况：方城县水利局党组已对监管责
任落实不到位的县水利局水政监察大队负责人
进行了诫勉谈话。

七、南阳市卧龙区 D410000201806150055
反映情况：南阳市卧龙区石桥镇金马庄北

边，有一个加工胶管的作坊，生产过程中产生粉

尘，气味难闻，垃圾很多。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反映问题不属实。
反映的石桥镇金马庄属于卧龙区石桥镇小石桥
村下辖自然村。6月 17日、18日，卧龙区环保
局、石桥镇政府、小石桥村组织工作人员到举报
所在地石桥镇金马庄进行了走访、排查，并将排
查范围延伸至周边的石桥二村，同时走访了石
桥镇 3家出售塑料管的门店，走访对象均表示
没有听说金马庄内有加工胶管的作坊。

处理及整改情况：卧龙区将依托全区环境
保护网格化管理平台，大力加强环境执法，对发
现的环境违法行为坚决予以打击。

问责情况：无。
八、南阳市方城县 D410000201806150071
反映情况：南阳市方城县独树镇代岗村，木

炭窑很多，污染严重，李村唐对这些窑厂乱收

费，一共收了几十万元。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反映“独树镇代岗村木炭窑很多，污染严

重”问题部分属实。经方城县联合调查执法组
现场核查，该区域确实有已停用的小型空炭窑6
座，周边未发现存放有烧制的成品木炭和木材
原料，不存在群众反映的污染问题。

反映“李村唐对这些窑厂乱收费，一共收了
几十万元”问题不属实。经方城县联合调查执
法组核查，独树镇林站护林员姓名为李春堂，系
独树镇政府退休职工，返聘回林站工作，负责协
助巡查护林防护工作。根据独树镇政府核查及
走访代岗村干部群众，无证据证明李春堂收取
几十万元费用的问题。

处理及整改情况：方城县联合调查执法组
立即对发现的 6座小炭窑进行了拆除。方城县
林业局、方城县环保局和独树镇政府加强对该
区域不间断巡查和重点监控，坚决杜绝非法烧
炭现象的发生。

问责情况：无。
九、南阳市卧龙区 X410000201806160063
反映情况：南阳市卧龙区王村乡一家企业

反映卧龙区环保局办理假环评证，现在把证作

废了，让企业再交钱办理。希望尽快催办，并查

一下骗吃骗喝骗东西的人。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反映问题不属实。
卧龙区环保局对 2010 年 6月单位成立以

来所有环评审批档案进行了认真排查，涉及撤
销环评批复的仅一件，即2018年 4月 28日作出
的《关于撤销宛龙环审〔2018〕18号环评批复的
决定》，撤销决定主要涉及位于卧龙区王村乡的
南阳市天锦钢结构彩板有限公司。

该公司于 2011年 5月 19日在卧龙区环保
局办理了钢结构配件加工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登记表（宛龙环审〔2011〕88号），该项目的主
要工艺流程:1.钢结构配件加工生产工艺：原材
料—下料—组对—焊接—装配—检验—成品；
2.C型钢加工工艺：钢带—压制—成品，项目的
主要原辅材料：钢带500吨/年、型钢700吨/年，
主要设备：C型钢机器一套、钻床1台、二保焊机
2台、套丝机1台、焊机3台。

2018年 3月 21日，卧龙区环保局对该公司
报送的“年加工800吨钢结构及年产5000立方
米复合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予以批复（宛龙

环审〔2018〕18号），经批复项目的主要工艺流
程：1.彩钢复合板生产工艺：彩钢卷—开卷—压
板成型—复合—卷边—剪切—检验—成品入库；
EPS板材—复合—卷边—剪切—检验—成品入
库。2.钢结构加工工艺：原料—压制成型—剪
切—成品，主要原辅材料：钢板、聚氨酯胶黏剂、
EPS板、岩棉条等，主要设备：复合板机1套、C型
钢机1套、液压摆式剪板机1台、液压板料折弯机
1台、楼承板机 3台、多层压瓦机 1套、单层压瓦
机2套、航吊5台、扣扳机3套、开卷机3台等。

卧龙区环保局根据2018年 5月 2日对该项
目的调查情况，认定该公司“年加工800吨钢结构
及年产5000立方米复合板项目”在2017年年初、
2017年 6月份、2017年 8月份分期在2011年环
境影响登记表基础上项目的规模、采用的生产工
艺等发生重大变动，且在2017年8月份已擅自开
工建成，并已投产。该公司“年加工800吨钢结构
及年产5000立方米复合板项目”在2017年 1月
至8月未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
情况下，擅自开工建设且已投产，同时认定该公司
报送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批版）存在信息上报
不准确等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
价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对该项目涉嫌“未批先建”
的违法行为应予立案处罚。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
环境影响评价违法项目责任追究的通知》（环办函
〔2015〕389号）的相关要求，区环保局经研究决定
对2018年3月21日作出的《关于南阳市天锦钢结
构彩板有限公司年加工800吨钢结构及年产5000
立方米复合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意见》
（宛龙环审〔2018〕18号）予以撤销，同时废止。同
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相关
规定，对该项目涉嫌“未批先建”的违法行为进行立
案调查，目前处罚程序正进行中。

经调查，卧龙区环保局认为该问题反映的
即为南阳市天锦钢结构彩板有限公司年加工
800吨钢结构及年产 5000立方米复合板项目
环评批复撤销事项，通过对涉及该项目的各方
调查了解走访，同时结合对区环保局相关工作
人员的自查情况，未发现诉求人反映的“骗吃骗
喝骗东西”的问题线索。区环保局在环评审批、
备案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进行相关的技术评估
时，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的相关规定，从未向企业收取任何费用，群
众反映的问题不属实。同时，区环保局已指定
专人做好该公司负责人关于撤销环评批复的思
想疏导、政策解释工作，做好相关法律法规的宣
传贯彻，引导其主动遵守环保法律法规。

处理及整改情况：卧龙区将举一反三，重点
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深入贯彻环评前置、环
保先行的绿色发展理念。要求环保系统工作人
员深刻领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精神实质，统一
思想，在管理方式上实现从被动管理向主动参与
管理的转变；二是加大环保法律法规宣传力度，
增强群众和企业的环保意识，并自觉遵守环保法
律法规；三是继续深入“干部作风整顿年”专项活
动，狠抓工作纪律，狠抓工作作风，强化全区公职
人员的纪律意识、规矩意识和服务意识，坚决杜
绝向群众和服务对象“吃拿卡要”现象。

问责情况：无。
十、南阳市高新区 D410000201806150097
反映情况：南阳市高新区两相路西段有一

个烟囱，每天早上冒烟。烟囱西侧每天早上也

冒烟，污染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反映问题属实。经
高新区建设环保局组织工作人员到该地段核
查，反映的两相路西段的烟囱为农家地锅鸡饭
店烟囱，冒烟为该饭店地锅燃烧木柴所致。

处理及整改情况：工作人员现场要求该饭
店拆除地锅，现已拆除完毕。

问责情况：无。
十一、南阳市高新区 D410000201806140038
反映情况：南阳市宛城区张衡路与明山路

交叉口，黄河兴龙城工地 24 小时施工噪声扰

民，向南阳市环保局、市长热线反映未解决。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反映问题部分属
实。黄河兴龙城项目是经南阳市政府批准的城
中村改造项目，位于南阳市张衡路与明山路交
叉口，施工单位为安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设
单位为南阳市云龙置业有限公司。

反映“黄河兴龙城工地24小时噪声扰民”问
题，部分属实。经高新区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办现
场核查，黄河兴龙城项目工地施工时间为8：00~
18:00，噪音主要来自市政配套设施作业施工
（自来水、暖气、燃气主管道铺入），该项目工地
“六全”与“三员”措施均符合要求，能严格按照施
工扬尘与噪音管控规定执行，未发现有违反管控
规定的行为，也未发现该项目工地有夜间施工情
况。为进一步减少噪声污染，高新区环境污染防
治攻坚办要求该项目工地施工中严格按照作业
要求，选用低噪声或备有消声降噪设备的施工机
械，将作业时间调整为 8：00~12:00、15:00~
18:00，目前，该项目工地施工时间已调整。

反映“向南阳市环保局、市长热线反映问题
未解决”问题，不属实。经调查，高新区环保局
共接到反映该项目工地昼夜施工的举报件 2
件，1件为 6月 6日环保热线“12369”举报，另 1
件为6月 15日市长热线交办。高新区环保局已
分别对以上 2个举报件进行了核查，黄河兴龙
城项目工地不存在夜间施工情况，举报不属实，
上述2个举报件也已办结完毕。

处理及整改情况：高新区将严格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相关规定，加
强对施工工地的管理，加大巡查力度，对违反管
控要求的依法严肃处理。

问责情况：无。
十二、南阳市桐柏县 D410000201806110074
反映情况：南阳市桐柏县淮源镇山王庙村，

1100 千伏特高压塔距离诉求人的住房只有 22

米，存在安全隐患。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反映问题不属实。
反映的高压塔，为高压线路昌吉—古泉（淮东—
华东）±1100kV 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
N8052号高压铁塔，该塔位附近的房屋安全距
离和电磁环境指标满足相关标准。

处理及整改情况：桐柏县向诉求人科普电
磁辐射污染等相关知识，讲明输配电线路产生
感应电磁场，不是电磁辐射，非电磁污染，消除
诉求人疑虑；同时做好心理疏导，及时化解矛
盾，并做好稳控工作。

问责情况：无。
十三、南阳市西峡县 D410000201806160096
反映情况：南阳市西峡县丁河镇中心幼儿

园对面有一个猪皮炼油厂，该厂已存在十几年

了，炼制猪油气味非常难闻，臭气熏天，严重影

响居民正常生活，向环保热线举报多次，西峡县

环保局不作为，至今未给答复。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反映问题部分属
实。反映的猪皮炼油厂，实际为南阳市弘扬皮
业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09年建成投产，每年
可加工猪皮80万张左右，主要工艺流程为生猪
皮初加工—猪皮刮油—上盐腌制；猪皮肥油—
皮油炼制。该公司办理有环保审批手续（宛西
环审〔2009〕27号、宛西环审〔2009〕45号）。

反映“该厂已存在十几年了，炼制猪油气味
非常难闻，臭气熏天，严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问
题，基本属实。南阳市弘扬皮业有限公司始建
时，所在地为丁河镇工业园区，左右为企业，南边
为田地，周围无居民居住。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和丁河集镇的不断扩大，该公司已被居民、幼儿
园、商店包围。该公司虽配套建设了臭氧负离子
除臭设备以消除生产过程中的气味，但因原料运
输、堆存、炼制过程中的气味无法收集，治理效果
不理想，气味对居民正常生活造成了一定影响。

反映“向环保热线举报多次，西峡县环保局
不作为，至今未给答复”问题，不属实。“12369”
环保举报热线于 2017年 10月接到群众反映南
阳市弘扬皮业有限公司生产恶臭气体扰民问题
后，西峡县环保局高度重视，责令县环境监察大
队进行调查，发现问题基本属实后，于 2017年
11月 4日对其下发了《责令纠正环境违法行为
决定书》，要求其停产。随后，县环保局在检查
中发现该公司虽然进行了治理，但效果不理想，
于2017年 12月 7日向西峡县政府报告，建议对
该公司实施停产治理。西峡县政府于 2017年
12 月 8日书面通知丁河镇政府及县直有关单
位，要求对南阳市弘扬皮业有限公司实施停产
治理，未经县政府同意，不得擅自供电、恢复生
产。2018年 6月份，县环保局在例行检查中发
现该公司有恢复生产迹象。6月 7日，丁河镇政
府联合相关部门依法拆除了该公司供电设备，
对车间内的生产设备进行查封，堵死排污口。

处理及整改情况：为彻底解决南阳市弘扬
皮业有限公司臭气扰民问题，西峡县政府决定
对其炼油工段实施关闭，2018年 6月 22日，该
公司炼油设施及辅助设施已拆除完毕。

问责情况：无。
十四、南阳市西峡县 D410000201806170026
反映情况：南阳市西峡县五里桥镇葛营村，

有家恒晏商砼有限公司，生产混合料有扬尘，污

水直排到附近的渠里。大货车拉货道路有扬尘。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反映问题部分属
实。恒晏商砼有限公司是经住建部和省住建厅
审查核准的商品混凝土生产企业，拥有法定资
质、营业执照、环评手续。

反映“生产混合料扬尘”问题，部分属实。
经现场检查，恒晏商砼有限公司厂区内路面全
部硬化，配有雾炮和洗车机，生产罐顶安装有除
尘器，物料已覆盖，有专人负责全天清扫洒水，
但存在不及时、效率低现象，车辆进出和物料堆
卸运送过程中产生少许扬尘。

反映“污水直排到附近的渠里”问题，部分
属实。经现场检查，恒晏商砼有限公司生产污
水主要伴有泥沙、灰尘，厂区内建有沉淀池，污
水经沉淀后进行循环利用，没有污水排放。但
部分冲洗院内、道路、进出车辆的污水，有未经
处理沿路边排入水沟、直接入渠现象。

反映“大货车拉货道路扬尘”问题，属实。
经现场检查，由于道路洒水清扫不及时，拉货的
大货车进出厂区有扬尘现象。

处理及整改情况：西峡县住建局已于 2018
年 6月 19日对恒晏商砼有限公司下发《停工限
期整改通知书》，要求该公司在厂门口至厂区内
安装自动喷淋装置（7月 3日前安装完毕）；及时
清扫洒水，全天候保持厂区路面及院内干净湿
润；堆卸运送物料时湿法作业；自行建设沉淀池
用于收集处理冲洗院子、路面和车辆的污水，经
处理后达标排放（7月 2日前完成整改），整改情
况经验收合格后方可复工。

问责情况：无。
十五、南阳市南召县 D410000201806070096
反映情况：1.南阳市南召县白土岗镇火神

庙村等周边四个村口附近，有几十家切割石材

厂，原料无覆盖，露天切割时粉尘污染严重。2.

白土岗镇钙粉厂，露天生产粉尘污染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问题1：部分属实。经核查，
白土岗镇火神庙村等周边四个村口附近原有21
家大理石加工厂，经过近两年的环境整治，先后关
停17家规模较小的石材加工厂，其余4家规模较
大的加工厂经过产业升级，均办理了环评手续，切
割时均采用湿法作业，无粉尘污染，原料堆场为
20吨左右的大理石块，未覆盖，厂区环境卫生差。

问题2：举报不属实。南召县组成专项调查
组对白土岗镇辖区内的钙粉生产企业进行了全
面排查，共排查出29家钙粉生产企业，经调查，
29家钙粉企业均办理了环评手续，并通过建设
项目“三同时”竣工验收，未发现有违法排污现
象。自2016年以来，白土岗镇加大对粉体企业
的环境综合整治，生产全部在车间内进行，针对
每个工段的不同特点，（下转第十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