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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十二版）使举报人两次受到迫害。镇派

出所有证据。2.2017年 12月 9日举报人在电话上

问焦作市 12369的女值班员，连续三次给你反映

刘海全的废塑料加工不仅没有得到取缔，反而举

报人受到迫害，女值班员竟理直气壮地说，你并没

有说给你保密！3.2017年 12月 8日晚上，举报人

大门前瓷砖被砸烂，2018 年 4 月 25 日上午 10 点

多，被举报人在大街上殴打举报人，派出所都立有

案。4.2018年 3月 22日，举报人又问了焦作市市

长热线 3569610的女值班员，竟敢也说，你本人没

有叫给你保密嘛！5.2018年 4月 25日上午，大封

镇党委书记王庚申电话通告举报人到镇政府来一

趟，正准备走的路上，路过被举报人刘海全的大门

口，刘海全和其老婆进行拦截殴打，报 110后，镇

派出所白所长处理此事。6.2018年 5月 3日，县环

保局两位同志同镇刘副书记到举报人家让举报人

签字，说刘海全的废料加工已经取缔过了，举报人

说取缔是两断三清。一是刘海全的废料加工成为

成品，是用其弟的废塑料颗粒，是否得到取缔。二

是 2018年 3月 12日，县环保局同志说刘海全的机

器搬走了，搬到什么地方？实际机器还在家没动。

三是刘海全在4月25日打举报人时，破口大骂举报

人，在别处加工时你还要告。请问在什么地方加

工，加工的地方应采取什么措施。四是你们是否应

该对刘海全进行一次法治或环保法的教育，环保局

同志答复应该但没有教育。上述四条如符合规定，

请做到后举报人再签字，至今未见让举报人签字。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该举报属实。
（一）关于“市、县、镇工作人员泄露举报人

信息”问题。
按照 12369投诉热线投诉案件办理程序，

焦作市信息中心接到举报人电话登记举报内容
后，在咨询举报人不需要保密的前提下，应将举
报人、举报电话、举报内容等举报信息转交案件
所在县（市、区）12369机构办理，便于案件快速
办理、向举报人及时反馈。

经查，2017年 11月份，武陟县环保局曾收
到过关于武陟县大封镇保安庄村刘海全塑料厂
的举报信，但是该举报信为匿名举报。武陟县环
保局与大封镇政府、保安庄村委会沟通，经到保
安庄实地走访群众和大封镇派出所案卷（2017
年 12月 9日被故意损毁财物案），举报人与刘海
全于2006年因经济纠纷和盖房问题所产生矛盾
由来已久。武陟县环保部门联合大封镇政府调
查刘海全塑料厂案件时，刘海全就怀疑是该举报
人所为。2017年 12月15日、12月9日、2018年
3月 5日，武陟县环保局先后三次接到焦作市
12369反映大封镇保安庄村南废旧塑料厂污染，
大封镇均认为是刘海全塑料厂重复举报，已取缔
到位，举报不实。大封镇副镇长及武陟县环保局
执法人员表示在处理刘海全塑料厂举报信和
12369投诉案过程中未泄露举报人信息。市、
县、镇工作人员泄露举报人信息的说法不属实。

（二）关于“被举报人刘海全对举报人进行
殴打报复”问题。

举报件反映举报人受到两次打击报复，武
陟县大封镇派出所均介入进行了调查。

大封派出所调查情况是：2017年 12月 9日
受理“举报人大门前瓷砖被砸烂”一案。针对举
报人提供的怀疑对象刘海全进行调查，刘海全称
不是自己所为，也不知道是谁所砸，后又走访周
边群众，都称不知是谁所为，并且案发地周边未
安装监控设施，没有证据能够证实是刘海全所
为，大封镇派出所表示将进一步走访调查群众，
搜集相关信息，争取找到蛛丝马迹，尽快破案。

2018年 4月 25日受理“举报人与刘海全发
生争吵，引起相互打架”一案。针对举报人反映
刘海全打其一事进行调查，大封镇派出所将刘
海全传唤到派出所，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
育，刘海全自己也认识到错误，并写出检查，不
再追究举报人撕拽自己的法律责任。

（三）关于“刘海全废塑料加工厂取缔不到
位”问题。

接到批转信访举报件后，武陟县立即组织
大封镇政府、武陟县环保局对大封镇保安庄村
刘海全塑料加工厂进行调查。经查，该厂位于
武陟县大封镇保安庄村刘海全自家院内，以
PVC和废旧塑料颗粒为原料生产线盒，未办理
环评手续，未安装废气处理设施。2017 年 12
月，由于不符合产业政策，且处于居民区，群众
反映强烈，大封镇政府对该厂按“散乱污”取缔
类企业实施了拆除，实现了“两断三清。”

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厂于 2018年 3月擅自
在隐蔽的房间安装了一台注塑机和一台搅拌机，
为躲避监管，在后半夜偷偷间断生产。举报件提
到“刘海全是用其弟的废塑料颗粒”，经查，刘海
全其弟刘有全也是在自己家中以PVC和废旧塑
料颗粒为原料生产线盒，未办理环评手续，未安
装废气处理设施，不符合产业政策，应予以取缔。

处理及整改情况：一是对刘海全塑料厂、刘
有全塑料厂按“两断三清”标准实施拆除，目前已
拆除到位。二是依法将刘海全塑料厂负责人刘
海全向武陟县公安机关移交，实施行政拘留，行
政拘留手续已移交武陟县公安机关进行审查。
三是举一反三，在武陟县范围内对同类行业开展
大排查，发现环境违法行为，坚决从严从重查处。

问责情况：2018年 6月 22日，大封镇党委
对负有网格监管责任的大封镇大气攻坚办副主
任郭存洋、保安庄村村委会主任周立中、保安庄
村电工周国胜给予诫勉谈话处理；对保安庄村
支部书记李全有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五十八、焦作市马村区 X410000201806180025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焦作市马村区安

阳城街道办事处义庄村村民诉称，1.该村常年

饮用不达标的水，每吨收 1.5 元，村领导对村民

反映的水质问题不管不问；2.村支部书记自家

开办的澡堂，排出的污水脏水顺着大街水沟到

处流，严重影响村民正常生活。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该举报不属实。
（一）反映“该村常年饮用不达标的水，每吨

收1.5元，村领导对村民反映的水质问题不管不

问”调查情况。
经调查，该举报不属实。马村区安阳城街道

办事处义庄村于2013年在村东北侧建设安全饮
用水工程。工程于2013年10月开工建设，2013
年12月建设完成，2014年6月17日，焦作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出具检验报告，2014年7月25日，
该工程通过相关部门组织的竣工验收，2014年8
月10日，安全饮用水工程移交义庄村村委会并投
入使用。2018年6月20日，安阳城街道办事处委
托河南中方质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义庄村饮用
水进行检测（因检测项目较多，检测报告约在6月
28日出具）。根据《马村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马
村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管理意见的通知》（马政文
〔2018〕63号）要求，义庄村建立了《义庄村饮水安
全工程用水管理制度》，制定了用水收费制度，每
月定期收取水费。投入使用初期，由于村民未缴
纳水费，饮用水工程电费和维护管理费用一直由
村集体负担。2017年 11月，为确保该饮水工程
长久发挥效益，义庄村村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通过“四议两公开”决定由管理人员康小眼负责管
理供水站，并对村民按照1.5元/吨的标准收取水
费，并负责义庄村供水电费和相关维护费用，此项
决定已在义庄村对村民进行公告。

（二）反映“村支部书记自家开办的澡堂，排
出的污水脏水顺着大街水沟到处流，严重影响
村民正常生活”调查情况。

经调查，该举报不属实。经过调查了解，焦
作市马村区安阳城东海洗浴位于义庄村西北
处，经营者李玉富（已故），与义庄村支部书记李
拥军为父子关系。现场调查时，该澡堂处于停
业状态，经向负责人了解，该澡堂主要服务义庄
村村民，属于季节性营业（每年的 5月至 9月停
业）使用热源为外购热水。义庄村建设有排水
沟，排水沟硬化盖板覆盖，排水沟主要收集全村
生活污水和雨水，最终排入义庄村东南侧水沟
内。经现场调查，东海洗浴正常营业时废水是
从澡堂东南角进入义庄村排水沟，最终经排水
沟进入义庄村东南侧水沟，不存在澡堂排出的
污水脏水顺着大街水沟到处流现象。目前该澡
堂处于停业状态，无废水排出。

处理及整改情况：无。
问责情况：无。
五十九、新乡市卫滨区 X410000201806190028
反映情况：卫滨区平原镇李村小学西北角李

长俊养猪场在居民区，臭气难闻。小学西北角有

两家，无土地证、建筑证、规划证，属违章建筑，在

路边盖楼房，尘土飞扬，一家李志国，另一家李长

峰。李村小学盖好后 3年了不让学生进校。陈希

广在我村承包耕地3.6亩私自卖掉，得款60万元。

调查核实情况：1.李长俊养猪场问题属实。
经查，李长俊养猪场始建于 1996年，原为养鸭
场，后改建为养猪场，原场址距离居民区600余
米，并持有新乡县核发的养殖许可证（注：2004年
区划调整前该村归属新乡县洪门乡，区划调整后
为卫滨区平原镇）。随着李村人口的增加，村庄不
断扩展，该养猪场逐渐被居民区包围。经现场勘
察，该养猪场现存栏生猪61头，确实会对周边群
众生活造成一定影响。2.李志国、李长峰违章建
筑尘土飞扬问题属实。经调查，李志国、李长峰为
前后邻居，原居住房屋建于上世纪90年代，均为
一层砖混结构。由于居住年代较长，经多次维修
后，原房屋仍然破损严重，两家于2018年 4月份
开始，在原宅基地上共同进行翻建。经现场查看，
两家新建房屋主体均已建成，现场存在搅拌砂浆
和建筑材料随意堆放、未采取抑尘措施等现象。
3.李村小学盖好后不让学生进校问题不属实。经
调查，河南省建筑工程质量检验测试中心有限公
司2015年6月对李村小学原总建筑面积1270平
方米砖混结构的校舍安全性进行鉴定，被评定为
危房，必须封闭停用。为保证广大师生人身安全，
根据2015年8月《关于卫滨区李村小学拆除重建
的会议纪要》决定，学校原校舍全部拆除，计划在
原址上新建一栋建筑面积2783平方米的4层框
架结构综合教学楼，学校规模由单轨制变为双轨
制；学生暂时分流至新荷小学就读，待新校舍建
成后重返李村小学。2017年 2月 24日，工程正
式动工。2017年 12月，教学楼主体工程通过竣
工验收。2018年 4月，室外附属工程招标完毕，
6月19日开始实施建设。李村小学预计2018年
秋季投入使用。4.陈希广私卖承包耕地问题属
实。经调查，该举报问题中，陈希广存在承包李
村集体土地3.6亩自建房屋的行为。

处理及整改情况：1.平原镇政府已于 2018
年 6月21日对李长俊养猪场进行了拆除。2018
年6月25日已全部拆除到位，并对场地进行了消
杀处理，覆盖平整。2.平原镇政府已责令李志国
和李长峰两家自建房屋户主将混凝土搅拌机撤
离施工现场。目前，各类建筑材料全部覆盖到
位，施工现场打扫干净，定期保湿。3.李村小学
待室外附属工程施工完毕后，小学于2018年秋
季即可投入使用。4.平原镇已对当事人陈希广
进行询问，并将有关情况形成书面材料，目前，正
在联合土地、规划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工作。5.卫
滨区已责成平原镇加强李长俊养猪场关闭后的
信访稳定工作，确保不发生死灰复燃现象；加强
辖区内群众自建房屋的扬尘防治监督管理工作。

问责情况：平原镇党委鉴于李村党支部书
记陈同亿、村委会主任李长岭在日常管理中监
管不力、巡查不到位，尤其是在网格化管理体制
中未尽到网格长、监督员职责，造成此次环境信
访案件的发生。经平原镇党委研究，决定对陈
同亿、李长岭进行诫勉谈话。

六 十、新 乡 市 原 阳 县 X410000201806180040/
X410000201806200019

反映情况：原阳县黄河大道高杆灯路口西

北，新博大商场和商场整个步行小吃街的全部垃

圾都倾倒在步行街口北边的空地上，形成了一个

非法大垃圾站。特别是现在夏季，垃圾满地满天

飞，臭气熏天，蚊蝇扎堆，污水乱流，群众每次路

过这儿都恶臭难闻，垃圾场附近所有的居民、商

户成年窗户都不敢开，严重危害到周边群众的身

心健康，影响了群众的日常生活，苦不堪言。几

年了，没有任何部门来此治理（附照片和光盘）。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属实。接到该信访举报
件后，原阳县委、县政府立即责成县城市管理中
心开展调查处理。经县城市管理中心对举报内
容进行现场核实，此次反映问题与 2018年 6月
15日我县接到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举报受理转
办 清 单 第 一 轮第十五批第 1 号（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140048）反映的问题为同一问
题，已在河南日报《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
看”交办案件办理结果公示》第 16批第 20项公
开，不再重复公示。

六十一、新乡市延津县 D410000201806170053
反映情况：新乡市延津县延安大道与西安

大道交叉口东北角，河南晋开集团盐化化工有

限公司夜间排放气味难闻、噪声扰民。小区居

民多次反映未解决。

调查核实情况：属实，经检测，厂区边界未
超标，噪声超标。

处理及整改情况：加强协调配合，实现蒸汽
供需平衡，减少过剩排空，保持产生高分贝噪音
泵房门关闭。目前已整改到位。

问责情况：无。
六十二、新乡市辉县市 X410000201806180023/

X410000201806180024/410000201806200002/
X410000201806200013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内容与新乡市辉

县常村镇张村丁春来、张宏伟等人在张村常年

违法烧制氧化镉、海绵镉等的来信内容一致。

调 查 核 实 情 况 ：经 查 ，该 反 映 情 况 与
X410000201806130004（*）/X410000201806130005（*）
举报内容一致，已在河南日报《中央环境保护督
察组“回头看”交办案件办理结果公示》第15批
第29项公开，不再重复公示。

六十三、新乡市辉县市 D410000201806190058
反映情况：辉县市常村镇古章村的石子厂，昨

天又开始生产，粉尘污染环境。该厂负责人是周卜

村原支部书记王以臣和常村镇原党委书记董金虎，

这个厂是董金虎代理辉县市环保局局长期间建

的。投诉人希望检查时不要通过辉县市环保局。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内容属实。具体情况如
下：辉县市三阳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年回收利用5
万吨建筑垃圾等固体废弃物项目主要生产设备
有：给料机1台、锤式破碎机1台、筛分机2台、输
送皮带6条、多功能细碎机1台、压力罐1台、装卸
机1台、地磅1台。配套污染防治设施有：1.原料
入库、卸车时原料仓库内设有洒水装置，卸车时开
启喷雾洒水装置，有效减少粉尘外溢。2.在破碎
机、细碎机、筛分机的给料口、出料口处均安装集
气罩，收集投料、细碎、筛分过程中产生的粉尘。
废气通入1台袋式除尘器治理，尾气通过1根15
米高的排气筒有组织排放。3.成品仓库内设有洒
水装置，装车时开启喷雾洒水装置，减少粉尘外
溢。4.高噪声设备经过减振、密闭隔音等措施治
理后，厂界噪声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区昼间 60Db
(A)的标准要求。调查组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因
设备检修未生产，且存在物料露天堆放现象。

处理及整改情况：调查组立即现场拍摄取
证，制作现场勘察笔录及询问笔录，并责令该公
司立即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同时，依法对该公
司环境违法行为立案调查，目前，该行政处罚案
件已上报市环境保护局法制科审核。在下一步
的工作中，联合调查组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督促企业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彻查彻改，不断完
善污染治理长效机制，消除各类污染隐患。同
时，依法依规对该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处
罚，对其他类似问题企业形成震慑作用。

问责情况：无。
六十四、新乡市辉县市 D410000201806200004
反映情况：辉县市张村乡杨圪垱村南边有

一个石子场，没有手续，夜间生产粉尘污染严

重。曾向辉县市环保局反映过，无人处理。

调查核实情况：1.关于“没有手续”问题。调查
组现场调阅该企业有关手续，该企业年加工石材
10万吨，项目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表于2016
年 11月由济源蓝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编制，于
2016年12月20日通过辉县市环保局备案（辉环
清改备第3号）。2.关于“夜间生产粉尘污染严重”
问题。经查，该企业为了享受错峰电价，降低生产
成本，将生产时间大多安排在夜间。在新乡市环保
部门对该企业日常检查、夜查工作中，该企业各工
段污染防治设施均能正常运行，2018年 4月 24
日，该企业委托河南恒科环境检测公司对其污染
防治设施外排口及厂区外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情况
出具检测报告，检测报告（恒检BW-147-2018）
显示，其污染防治设施外排口及厂区外颗粒物无
组织排放符合应执行的排放标准。2018年 6月
22日，该企业委托中析源科技有限公司对其污染
物有组织排放和无组织排放进行检测，检测结果
符合该公司应执行的排放标准，未发现大量粉尘
污染现象。3.关于“曾向辉县市环保局反映过，无
人处理”问题。经查，辉县市环保局12369于6月
19日23:51值班人员崔伟海接到举报“张村乡杨
圪垱村石子场噪声、粉尘扰民”后，立即派执法人
员赶赴现场，经现场调查，该企业正常生产，污染
防治设施正常运行，未发现环境违法行为。

处理及整改情况：下一步，辉县市将责成环
保部门进一步加大环境监管督查工作力度，充分
发挥网格化监管作用，完善污染治理长效机制，
采取强力措施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工作，持续
改善环境质量。同时，举一反三，加大排查整治
力度，为人民群众营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问责情况：无。
六十五、新乡市辉县市 X410000201806200023
反映情况：辉县市胡桥乡所可楼村干部路春才

违规占用良田从事污染环境的废旧塑料袋清洗熔

化生产。村干部路春才在胡桥乡所可楼村西面，距

村庄 100米左右占用数亩良田，建洗旧塑料袋厂，

他的厂周围都是耕地。洗旧塑料袋厂早些年就被

列为严重污染企业，因为其清洗过程中会浪费大量

地下水资源，需要专门为其修排污渠才能满足其排

放污水的要求。旧塑料袋翻动过程中还会产生大

量扬尘污染大气。特别是其热熔过程中，会产生大

量有害的刺激性气味，致使所可楼村西边和相邻

的张湾村和太平庄村村民有苦难言。这类企业早

些年就被列为严重污染企业，然而，路春才却利用

其是村干部的职务之便，违规占用良田进行污染

企业厂房建设，从事污染生产，在环保部门检查时

就暂停生产，环保部门一走就偷偷重新开。

调查核实情况：1.经辉县市国土局监察大队和
胡桥国土所调查、现场踏勘和比对《胡桥办事处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图》和《胡桥办事处土地利用现状
图》，（路春才原来参股的）宏光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所占地类为建设用地，符合规划，而非占用良田进
行企业厂房建设。2.关于厂周围都是耕地的问
题。经查，内容属实。宏光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厂区
西边、南边为耕地。3.该公司于2008年2月在辉县
市发改委备案，项目编号：辉发改工〔2018〕005，
2008年4月由河南师范大学环境影响评价室编制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项目名称为：年产再
生塑料2000吨项目，2008年4月经新乡市环保局
审批（审批文号：新环监〔2008〕103号）。2011年1
月经新乡市环保局验收（验收文号：新环验〔2011〕
024号）。现场检查时，该企业处于停产整治状态，
没有发现专门为其修建的排污渠。环评要求：该企
业生产用水主要用在原料清洗和加水粉碎工段，产
生的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外排，经现场
检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经沉淀后循环使用不
外排。4.关于旧塑料袋翻动过程中产生大量扬尘
污染大气问题。经查，内容属实。2018年 5月2
日，辉县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出台了《辉县市废塑料
综合利用行业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辉政
办〔2018〕31号），按照对“存在厂区环境脏乱差和
生产工段跑冒滴漏问题”的废塑料综合利用企业采
取断电停产措施的要求，胡桥乡供电部门于2018
年5月20日对该企业采取了高压断电措施。6月
21日现场检查时，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厂区有积
尘、异味。该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主要在挤
塑工段，挤塑机配套建设有喷淋塔→冷却塔→油污
分离器→等离子净化器废气处理工艺，现场查阅该
公司于2017年6月3日委托河南省田野绿都环境
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豫都检〔WT〕2017第17号检
测报告，报告结果显示，该公司挤塑工段1#、2#排
气筒外排废气中的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为 10.9
㎎/m3，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表 2二级（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
120㎎/m3）的要求。经过走访该企业所在所可楼
村西的村民和与其相邻的张湾、太平庄村民共
24户，从村民反映情况来看，该企业产生的气味
未对其造成明显影响。5.关于“检查时就暂停生
产，环保部门一走就偷偷重新开”的问题。该企
业有环评审批和“三同时”验收手续，在污染防治
正常运行、达标排放及非应急管控情况下，允许
依法正常生产。在上级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启
动应急管控措施时，该企业需要按照重污染天气
预警应急响应管控要求，落实停产措施。根据胡
桥环保所监管人员反映，该企业在管控期限内能
够按要求落实停产措施，未发现偷生产现象。

处理及整改情况：辉县市将责成环保部门，
按照《辉县市废塑料综合利用行业环境整治专
项行动实施方案》要求，对该企业存在的厂区积
尘、异味等问题进行全面深入整治整改，督促企
业完善内部环保工作制度，提高污染防治水
平。同时，加大对该企业的环境监管力度，及时
发现、及时查处环境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为周边
群众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问责情况：无。
六十六、新乡市辉县市 X410000201806170066
反映情况：辉县市孟庄镇箭头村东，原辉县

市工具厂院内有两家（一家是冶炼厂，另一家是

电池厂）无任何手续的、污染极其严重的“十五

小”企业，曾举报多次，目前还在生产。

调查核实情况：属实。刘保通冶炼厂利用原
辉县市工具厂停用的1台反射炉，经整修改造为
现在的冶炼炉，从事白铁冶炼，无环保手续，产污
环节为冶炼炉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烟尘（颗粒物、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和冶炼废渣。新乡市东明电
池材料有限公司目前主要从事电池组装，未办理
环评审批手续，产污环节为组装和封口工段产生
的机械噪声。2018年6月2日，孟庄镇在对辖区

“散乱污”企业进行的例行排查整治过程中，已排
查出以上2家企业无环保手续，且污染严重，孟庄
镇政府、环保局孟庄环保所立即对上述两家企业
采取了断电措施，并对两家企业下达关闭通知，
要求其立即按“两断三清”标准关闭取缔。6月7
日，镇政府约谈了辉县市工具厂负责人冯爱虎，
要求立即督促两家企业拆除生产设备，清除原料
和产品。截至6月13日，新乡市东明电池材料有
限公司已按照“两断三清”的标准整治到位。

处理及整改情况：截至6月 19日 24:00，上
述两家企业均已按“两断三清”标准取缔到位。

问责情况：给予涧头村党支部副书记王文
新党内警告处分。

六十七、新乡市辉县市 D410000201806180072
反映情况：辉县北云门前卓水村有家无名

食品厂，气味难闻，噪声大。

调查核实情况：该无名食品厂位于北云门
镇前卓水村，属于家庭小作坊，占地约200平方
米，主要加工经营糕点。6月 20日上午调查组
现场调查时，该生产作坊处于停产状态。

处理及整改情况：调查组当场组织有关职
能部门执法人员对该加工作坊按照“两断三清”
采取了拆除取缔措施，当天拆除完毕。

问责情况：给予前卓水村党支部书记王佩
山诫勉谈话。

六十八、卫滨区平原镇 D410000201806180046
反映情况：卫滨区平原乡梁任旺村科峰化

工厂和三合化工厂，夜间生产气味难闻，污水

乱排河里，污染河水庄稼不生长。

调查核实情况：不属实。1.新乡市科峰化工
有限公司位于卫滨区平原镇梁任旺村东。我区通

过调查走访认为：该公司未有废气扰民和影响庄
稼生长现象。原因如下：该公司已经建设了活性
炭吸附装置+光催化废气处理设备，净化后尾气
由15M排气筒进行排放，并且检测数据显示废气
已经做到了达标排放。在该企业正常生产状况
下，在厂区车间外和厂区围墙处，均未发现有气味
产生现象。走访了村委会班子成员和陈玉刚、梁
光伟、梁玉明、李先梅、任德才等5位村民，均反映
该企业没有气味、噪声产生，对农田和家庭生活没
有造成影响。该公司未有生产废水外排现象。原
因如下：该公司少量机器冷却水产生后循环使用，
不存在向厂区外排放现象。同时，该企业也未设
置外排排污口。2.新乡市三合化工有限公司位于
卫滨区平原镇梁任旺村北，周边均为空地。我区
通过调查走访认为：该公司未有废气扰民和影响
庄稼生长现象。原因如下：该公司已经建设了袋
式除尘器和低温等离子废气处理设备，净化后尾
气由15M排气筒进行排放，并且检测数据显示废
气已经做到了达标排放。在该企业正常生产状况
下，在厂区车间外和厂区围墙处，均未发现有气味
产生现象。我区走访了村委会班子成员和陈玉
合、刘伟等6位村民，均未反映该企业有废气和废
水排放现象，对农田未造成影响。该公司未有生
产废水外排现象。原因如下：该公司少量机器冷
却水产生后循环使用，不存在向厂区外排放现
象。同时，该企业也未设置外排排污口。

处理及整改情况：我区已责成平原镇人民政
府、市环保局卫滨分局加强对新乡市科峰化工有限
公司和新乡市三合化工有限公司的日常检查力度。

问责情况：无。
六十九、新乡市辉县市 X410000201806190064
反映情况：辉县市峪河镇吉家岗村生态环境

污染严重，大气污染重度超标，给吉家岗村民身

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村干部不让上告。养殖户

有王青海养鸡，孙稳当、姜同喜二人养猪，另离村

庄 100 米左右有 10 名散养户养鸡、养猪，臭味难

闻，还有一家做豆腐的，排污也比较严重。

调查核实情况：吉家岗村共有 8家养殖场，
其中3家废弃，目前无存栏。养猪场2家，负责人
分别为姜同喜（存栏55头）、孙稳当（存栏45头）；
养鸡（蛋鸡）场3家，负责人分别为周保全（存栏
4500羽）、周世明（存栏2000羽）、王青海（存栏
800羽）。主要污染物类别为：粪便、尿液、气味。

处理及整改情况：1.要求养殖户对场地内及
周边粪便等进行全面冲洗、清理。2.参照规模养
殖场建造相关污染防治设施，已到位。3.每家养
殖户明确专人确保每天消毒，粪便日产日清，拉离
村庄，每周进行大清理（冲洗等），杜绝恶臭气味的
产生。饲料中添加环丙氨嗪，日常喷洒灭蝇药，控
制蚊蝇滋生。4.劝导相关养殖户向养殖小区搬
迁。截至目前，已清除的1家,已整治的4家。搬
迁计划：2018年6月20日至11月30日。对全镇
所有离村庄较近的养殖场进行再次排查，全镇统
一规划养殖小区，引导养殖户向养殖小区搬迁。

问责情况：无
七十、濮阳市濮阳县 D410000201806170090
反映情况：濮阳县解放路与红旗路交叉口向南

120米路西，普客隆超市后面仓库门口有个垃圾池，

气味难闻，苍蝇乱飞。超市的海鲜、水果坏掉之后

扔到垃圾池，气味难闻，影响正常生活。每天下班

后打扫完卫生把水都倾倒在路上，影响通行。

调查核实情况：接到交办通知后，濮阳县市
政园林管理局、濮阳县城关镇人民政府就举报问
题进行了调查。经查，举报内容属实。濮阳县普
客隆超市仓库门口垃圾池为普客隆超市修建，由
普客隆超市安排人员每天进行清理。超市仓库
西侧为濮阳县棉花厂家属院，多数家属院居民也
将垃圾倾倒在该垃圾池内。部分垃圾中污水溢
流至路面，通过路面污水口进入市政管网。

处理及整改情况：濮阳县市政园林管理局第
一时间组织保洁人员、垃圾清运车辆将垃圾池内
堆积垃圾进行了清理，并安排高压冲洗车对垃圾
池周边道路进行冲洗，对垃圾池进行消毒处理。
濮阳县市政园林管理局对普客隆超市下达了限期
整改，责令该公司将该处垃圾池进行密闭改造，垃
圾不准露天堆放；普客隆超市每天负责将垃圾池
进行清理，达到“日产日清”；垃圾中污水通过下水
道排入市政管网，杜绝污水溢流。上述整改于6
月20前完成，如逾期未完成，濮阳县市政园林管
理局将依据濮阳县环境卫生相关条例对普客隆超
市进行行政处罚。目前，各项整改已全部完成。

问责情况：无。
七十一、濮阳市濮阳县 D410000201806170034/

D410000201806180003
反映情况：濮阳市濮阳县文留镇张庄村老

面粉厂里面有一家做再生塑料颗粒的厂，污水

排入厂西边 50米的河道内，排放刺鼻气味。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举报内容部分属实。经
现场调查，濮阳县文留镇辖区内共有两个张庄行政
村分别为：东张庄村和南张庄村，两个村庄均没有
老面粉厂，也没有再生塑料颗粒厂。由于文留镇与
鲁河镇相邻，经走访询问，鲁河镇有一个张庄村，县
环保局环境执法人员再次对鲁河镇张庄村进行调
查，发现鲁河镇张庄村有一老面粉厂，面粉厂一废
弃车间内有一塑料加工点。现场检查时未生产，车
间内有少部分聚丙烯原材料，生产设备有颗粒机1
台，粉碎机1台，车间占地面积约300平方米。经
鲁河镇政府和张庄村委会现场核实，该塑料加工
点的生产设备和原材料是近期搬迁至该面粉厂车
间内，由于该面粉厂的用电户早已报停，厂区内无
工业用电，该塑料加工点不具备生产条件，现场无
生产痕迹。该面粉厂西侧杜堌沟河道内无废水排
放的痕迹，未发现河水被污染的现象。

处理及整改情况：濮阳县环境保护委员会
办公室立即对鲁河镇政府下达了交办通知，责
成鲁河镇政府按照“两断三清”的标准对该厂依
法进行取缔。鲁河镇政府立即组织人员，动用
机械设备对该塑料加工点依法进行了拆除，于
2018年 6月 19日晚将该塑料加工点，按照“两
断三清”的标准拆除完毕。

（下转第十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