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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情况：无。
七十二、周口市商水县 D410000201806160039
反映情况：商水县大武乡孙庄行政村有很多

家养殖场，类便到处堆放，无人清理，虫蝇滋生。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孙庄行政村共有养殖户22户（非规模养殖场13
户、散养户 9 户），其中养猪户 19 户、养鸡户 2
户、养鹌鹑户 1户。2018年 4月 1日，大武乡政
府已组织相关人员向 22户违法养殖户下达了
整改通知书。截至目前，已关停 2户（养猪户 1
户、养鹌鹑户1户），其余正在整改当中。

处理及整改情况：6月16日，商水县委、县政府
责成县畜牧局、县环保局和大武乡政府对孙庄村养
殖户污染问题联合进行调查处理，联合调查组对所
有养殖户进行了集体教育，并立即对粪便进行清
理，封堵了所有排污口，对已排入沟渠的污水，组织
抽污车进行清运。同时，根据养殖规模和污染防
治标准，要求全乡所有养殖户必须在一个月内建
成沉淀池和标准化晾晒棚，严格落实“三防、两分”
措施，对达不到环保要求的养殖户全部予以取缔。

问责情况：经大武乡党委研究决定，给予孙
庄村党支部书记孙国清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孙
庄村党支部委员蔡永耀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孙
庄村党支部委员武丽纳记过处分。

七十三、周口市川汇区 X410000201806150061
反映情况：周口市川汇区荷花办事处前王

营社区门口往东 50 米，有一个生产石粉的工

厂，无除尘设施，粉尘污染严重。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该加工厂全称是川汇区
富田建材经销处，位于周口市川汇区光明路电厂
街，经营者为田效营，经营范围为建筑材料批零、涂
料生产加工销售。该经销处2014年 7月建成投
产，总占地面积750平方米，总投资28万元，生产
设备主要有3台搅拌机、2个暂存罐，搅拌机分别在
投料口及成品出料口安装集气设施，收集生产过程
中产生的颗粒物，与搅拌机排出的废气一起经袋式
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米高的排气筒排放。2017
年9月委托河南极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对该项目
进行了现状环境影响评估，同年11月，周口市环保
局川汇区分局对该项目进行了备案确认。

现场检查时该厂正常生产，但因管理不善，
生产车间封闭不严，内部物料未覆盖，堆存、装
卸等环节产生粉尘，导致地面浮尘、粉尘严重，
群众举报反映问题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环保部门调查后向该经销处
下达了责令限期改正决定书（川环限改字〔2018〕
第16号），责令其立即停止环境违法行为，限5日内
完成整改。同时对该企业进行立案处罚，逾期拒不
整改或整改不到位，将责令其停产整治。下一步，
川汇区将针对此类问题在辖区内进行拉网式排查，
举一反三，严惩重罚，做好环境保护的各项工作。

问责情况：根据川汇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川汇区环境监管网格化方案的通知》（川政办
〔2016〕42号）精神，经研究，对负有领导责任的川
汇区荷花办事处党委委员、武装部长王春生，前王
营社区党支部书记王五俊进行诫勉谈话；给予负有
直接责任的前王营社区主任闽万善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对负有直接责任的川汇区荷花办事处环保专
干张盼盼诫勉谈话；责令负有直接责任的川汇区荷
花办事处前王营社区工作人员王宝公开检讨。

七十四、周口市郸城县D410000201806120079
反映情况：周口市郸城县钱店镇张湾行政

村杨庄村有个养牛场，老板叫杨金星，牛场里的

粪便污水乱排，气味难闻。

调查核实情况：6月 14日，郸城县联合调查
组对信访件中反映的问题进行现场调查。养牛
户“杨金星”应为“杨金兴”，现年68岁，其配偶为
王桂荣，老两口以养牛为生，牛舍依住而建，面积
约200平方米，养殖时间近20年，从最初养殖一
两头发展到现有存栏32头，属农村散养户。养
牛场西侧是耕地，东、南、北三侧都有住户，相隔
大约10米，距离较近。牛粪污水未经处理直接
排入牛舍旁约25立方米的化粪池，到天气炎热
时便会散发难闻气味。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根据该养牛户的实际情况，
一是向养牛户杨金兴下达了政策引导整改意见书；
二是由于该养牛场距居民区较近，对养牛场采取了
清养措施；三是对化粪池粪污进行清运，并填土恢
复原貌，同时将养牛场内堆放的麦草饲料全部清
运；四是对养殖区及周边进行防疫消毒处理；五是
将牛舍及基础设施全部拆除，严防复养；六是将养
殖的32头牛全部转场到具备养殖条件的养牛场饲
养；七是在资金允许、污染治理设施配套的情况下，
帮助其选择新址进行养殖。目前，反映问题已整改
到位。下一步，郸城县将加大对农村散养户畜禽污
染的政策引导和防治力度，转变养殖方式，改善污
染防治设施。加强部门联动，依法依规将农村散养
户逐步纳入综合管理，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问责情况：郸城县钱店镇畜牧站站长李明在
畜禽养殖环境综合治理方面监督不力，经县农牧
局党组研究决定给予李明行政记过处分。郸城县
环保局环境监察大队中队长楚红伟在农村畜禽养
殖环境综合治理方面监管不力，经县环保局党组
研究决定给予楚红伟行政警告处分。钱店镇党委
研究决定，给予负有属地监管责任的张湾行政村
党支部书记、网格长张洪全党内警告处分。

七十五、周口市商水县 D410000201806130016
反映情况：周口市商水县任庄 7组，郑庄大队

支书任学语夜间 10点半将村民 20亩可耕土地私

自倒卖，该大队支书县里有保护伞，投诉人希望尽

快得到处理结果；商水县垃圾成堆无人治理。

调查核实情况：（一）群众反映“周口市商水县
任庄7组，郑庄大队支书任学语夜间10点半将村
民20亩可耕土地私自倒卖,该大队支书县里有保
护伞，投诉人希望尽快得到处理结果”的问题。经
查：举报任学语私自倒卖土地20亩一事不属实。
通过核查，任庄7组没有可耕地，只有约20亩集体
土地，位于郑庄居委会任庄自然村南侧与老城办事
处辖区交界处，其中10亩是老坟地（在2012年平
坟复耕中建成公墓保留至今），另外约10亩是以前

村民组集体坑塘（于2003年填平8.8亩后来规划为
宅基地，目前还有约1.2亩坑塘）。郑庄7组规划宅
基地具体情况是：2006年下半年，7组组长任丰收
（于2016年因病去世）计划将填平的8亩多坑塘地
划为宅基地，向当时的郑庄村党支部书记樊长河、
村委主任任学语进行了汇报后，7组组长任丰收和
7组会计任军良组织7组党员召开党员会，将这填
平的8亩多地进行了规划，准备分给7组有两个男
孩并交清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的家庭作为宅基
地。没有发现任学语夜间10点半私自倒卖村民
20亩可耕地的情况。（二）群众反映“商水县垃圾成
堆无人治理”的问题。经查：举报反映的问题不属
实。新城办事处辖区位于县城中心，街道卫生一直
由县城管局环卫队负责打扫和监管。自从商水县
开展文明乡风提升活动以来，办事处积极响应县
委、县政府工作部署，清理了所有辖区内存量垃
圾。2018年4月8日，新城办12个村居委会分别
与深圳联合物业和北京欣中基物业公司签订了保
洁托管合同。办事处各村居委会每天有专人在辖
区街道上针对卫生清扫工作进行监督，发现问题立
即通知物业公司及城管部门第一时间清理。

处理及整改情况：商水县城管局对商水县城
区环卫工作实行市场化运作。为保证县城区环
卫工作高效、高质运作，县城管局制定了《商水县
城管局城区道路清扫保洁质量考核方案》《商水
县城区环境卫生质量标准及督查考核实施细则》
等相关督导、检查、考核制度，并对承包县城环卫
作业的保洁公司实施绩效考核，促进了商水县环
卫工作开展，确保了县城垃圾定点、定时清理。

问责情况：无。
七十六、周口市经济开发区 D410000201806130099
反映情况：周口市经济开发区杨脑村有条

污水河，常年有污水没人清理，臭气难闻。

调查核实情况：经现场调查，群众反映的“杨
脑村有条污水河，常年有污水没人清理，臭气难
闻”问题属实。杨脑干渠实为引水灌溉、抗旱排
涝的人工渠，后来，随着城市扩展，原有的功能已
失去。杨脑干渠全长2.231公里，途经太昊路办
事处韩营、杨脑、许寨 3个居委会。该干渠已被
列为中心城区 7 个黑臭水体治理项目之一。
2018年上半年按照黑臭水体治理计划，已将杨
脑干渠开元大道以南（1公里）的河道全部整治到
位；以北（1.231公里）前期已进行漂浮物打捞清
理，但该干渠途经村庄，附近村民倾倒生活垃圾
现象普遍，河底积存大量淤泥，加之天热升温，导
致淤泥散发气味。为加快整治速度，目前，经济
开发区正在组织伐树、抽水、清淤和丈量评估两
侧红线内房屋，为彻底治理提供良好的作业面。

处理及整改情况：目前，已责令开发区太昊路
办事处立即对杨脑干渠两侧树木进行砍伐，责令
开发区农办立即对干渠的水体进行抽干，责令开
发区住建局立即对干渠两侧污水口进行封堵及截
污纳管，责令开发区公用事业管理中心立即对河
岸垃圾进行清理，严格落实“河长制”和水污染防
治专项行动工作要求，增加巡河频次，严禁垃圾秸
秆入渠，保持河面清洁。杨脑居委会已列入2019
年棚户区（城中村）改造计划，下一步，将对杨脑干
渠两侧房屋进行拆除，给水利部门提供良好的施
工作业面，对河底进行清淤和整治，全力以赴做好
杨脑干渠生态环境工作，改善境内水质。

问责情况：无。
七十七、周口市扶沟县 D410000201806140008
反映情况：周口市扶沟县曹里乡政府向西 40

米左右，路口堆放大量生活垃圾，气味难闻，污水

横流，苍蝇满天飞，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的生活。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垃圾堆放点位于曹里乡曹里街徐家路口南约
50米处，为曹里街生活垃圾临时堆放点。

处理及整改情况：调查组立即督促曹里乡
党委、政府和宁家村村委会迅速行动，组织挖掘
机、铲车及垃圾清运车，对临时堆放点内存放的
生活垃圾进行清理，共清理垃圾约 57立方米。
所有垃圾运至扶沟县垃圾填埋场进行处理。

问责情况：因曹里乡副乡长王胜利对农村环境
整治工作监督不力，宁家村委工作不积极，造成宁
家村该处垃圾堆放点垃圾堆放时间较长，未能及时
清运，严重影响村庄周边环境。对此，县纪委对曹
里乡副乡长王胜利进行诫勉谈话，曹里乡党委给予
宁家村党支部书记宁志平党内警告处分。下一步，
扶沟县将举一反三，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垃圾清理专
项行动，对村内外垃圾进行全面排查、彻底整治，确
保垃圾及时清理清运，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七十八、周口市商水县 X410000201806140050
反映情况：商水县张明乡219省道西侧王庄桥

南侧的鹏宇商砼，没有环保手续和土地使用手续。

其老板王金卫与乡党委书记陈大勇是哥们儿，在乡

党委书记陈大勇的保护下，一天都没有停产过，即使

上级环保督察比较严格时也是白天停产，晚上生产。

调查核实情况：
（一）群众反映：商水县张明乡 219省道西

侧王庄桥南侧的鹏宇商砼，没有环保手续和土
地手续的问题。

经查，该商砼全称是周口鹏宇商砼有限公
司，建于 2015年 5月，占地约 12.5亩，法人代表
王少鹏，该企业未办理土地使用和环保手续。
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二）群众反映：其老板王金卫与乡党委书
记陈大勇是哥们儿，在乡党委书记陈大勇保护
下，一天都没有停产过，即使上级环保督察比较
严格时也是白天停产，晚上生产问题。

经查：王金卫与该企业法人代表王少鹏是父子
关系，王金卫经常宣扬与乡党委书记陈大勇是哥们
儿关系，以此抬高自己身价，陈大勇和王金卫只是
认识，并非所谓的哥们儿关系。因该企业没有土地
使用和环保手续，2017年11月11日，张明乡协同
环保部门对该商砼站予以查封，并处罚款3万元。
2017年11月21日，张明乡政府为配合市环保局查
封该企业，分别向张明乡电管站、六间楼行政村、闫
庄点工作队下达了停电和监管通知书。但由于相
关人员监管不到位，导致周口鹏宇商砼在利益驱使
下，在夜间擅自非法生产，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2018年 6月 16日，接到中央第一环保督察
“回头看”举报件后，商水县委、县政府责成张明
乡政府联合县住建局、县环保局，于当日上午对
商砼站进行实地查看，责令其按照“两断三清”标
准自行拆除清理设备、产品和物料。目前，已全
部取缔到位。

处理及整改情况：一是责成商水县住建局、
张明乡政府按照整改时限和“两断三清”标准，
对该商砼站进行拆除、清理、取缔。二是责成张
明乡负责对该商砼站拆除、清理、取缔工作进行
全程监控，同时做好鹏宇商砼法人及有关人员
的思想和稳控工作，确保反映问题整改到位。

问责情况：针对相关人员工作不力、监管不
到位，造成周口鹏宇商砼站在未取得土地使用手
续和环保手续的情况下，存在非法生产的现象，
经张明乡党委研究决定，对闫庄工作点点长崔广
彬、六间楼行政村驻村干部张占领进行约谈；给
予六间楼行政村党支部书记、网格长王付才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给予六间楼行政村村委主任、网
格员王富安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六间楼行政村村
文书、网格巡查员王彦文党内警告处分。

七十九、周口市项城市 D410000201806140078
反映情况：周口项城市范集乡公庄村东头

紧挨着桥西路北第一家，有一家无名厂，老板叫

赵富全，该厂刷油漆污水排放在河里，气味难

闻。2017年该厂被投诉过，至今没有得到治理。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该无名小厂属家庭小作坊，厂主名字赵富全,主
要从事手提袋和围裙生产，于 2017年 7月开始
经营，面积120平方米，无环评手续。前期群众
曾有投诉，范集镇政府于 2017年 8月 1日对其
下达了取缔通知书。但由于该厂生产工艺简
单，无需动力来源，导致其后来又擅自恢复生
产，存在污水外排和异味问题。

处理及整改情况：接到中央环保督察转办
案件后，范集镇政府和项城市环保局联合执法，
于 6月 16日对该厂实施关停取缔，并于 6月 18
日取缔到位，目前该厂内生产设施已全部拆除，
原料已全部清除，并落实了停电措施，下一步将
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进一步完善
环保网格化管理机制，确保环保监管全覆盖。

问责情况：经研究，范集镇纪律检查委员会给
予范集镇政府付维民党内警告处分，给予范集镇文
庄行政村网格长赵保平严重警告处分，范集镇党委
对文庄行政村网格巡查员赵俊刚作出停职处理。

八十、周口市项城市 X410000201806150009
反映情况：项城市第一农贸市场有小煤炉、

大锅灶、大烟大火，煤灰落几米远。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项城市第一农贸市场
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占地面积25.5亩，营业面
积11560平方米。因当时客观条件限制，存在设
计不合理、设施不健全的现象。市场内无天然气
输送管道，造成个别熟食加工个体户使用煤炭，
造成一定的环境污染，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6月 15日上午，调查组经
过现场核实后，立即责成市场管理部门牵头负责，
联合相关部门，迅速制订整改方案，明确责任，在3
日内彻底整改到位。截至6月18日，已将市场内
原有的31个大锅灶和6个小煤炉全部拆除，群众
反映的市场内大烟大火、煤灰飞落问题得到解
决。下一步，项城市将以此为鉴、举一反三，进一
步加大管理力度，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对市场环境加强监管，建立长效机制，确保发现问
题立即整改，持续改善农贸市场环境。

问责情况：经研究，项城市市场建设管理局党
组对赵峰实施诫勉谈话并公开通报批评，项城市千
佛阁办事处对环保工作网格员尚国志通报批评。

八十一、周口市西华县 D410000201806190019
反映情况：周口市西华县县政府雷声大作

为小，西华县北关村东风运河内到处都是垃圾，

臭气难闻，政府部门至今无人清理。

调查核实情况：
（一）东风运河基本情况：西华县东风运河是

1957年开挖的人工运河，位于西华县北部，西起
颍河，东至贾鲁河，全长10公里，县城内长约3公
里，流域面积约4平方公里，无企业排污口。上
世纪90年代末以来，由于城市化建设的加快和
城镇居民数量的急剧增长，运河两岸居民的生活
垃圾、生活污水未经收集和处理直接抛撒和排放
至东风运河内，造成河水污染，每到夏季汛期来
临之际，河水暴涨、污水横流，河面垃圾漂浮，河
道污泥阻塞，是一条名副其实的“纳污河”。

（二）东风运河治理情况：2008年 7月，西华
县第一污水处理厂投入运行，为解决污水收集问
题，西华县在东风运河入贾鲁河口处建设节制闸
和污水提泵站一座，把城区的污水全部收集并截
留提泵运输到西华县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解决
了污水直排贾鲁河而造成的污染问题，但东风运
河的纳污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近年来，西华县
历届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东风运河综合治理工
作，并把它与两岸居民棚户区改造进行统筹考
虑，但由于综合改造工程拆迁量大，投资规模超
过 2亿元，县财政无力承担，招商引资又未见成
效，致使该工程多次搁浅。

2018年，西华县委、县政府痛下决心，再次把
东风运河综合治理纳入2018年度全县重点民生工
程，同时成立了由县处级领导任政委和指挥长，县
城市管理局为责任单位的综合治理项目指挥部，并
于2018年2月按照“截污、清淤、护坡、增绿、造景”
的方案动工建设，在施工过程中，为防止东风运河
污水进入双狼沟，县城管局将东风运河与双狼沟河
体拦坝分离，并将拦坝进行堆高，将污水抽离到提
泵站进入县第二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目前，工程已经累计完成投资2200万元，铺
设污水管网1200米，清理垃圾300多吨，清淤深挖
边坡土方约9万立方米，河道污水排除降水526个
台班，运河东段已铺垫砖渣约40万立方米。一期
截污纳管工程共需拆迁104户15000平方米，截
至目前，已与89户签订了拆迁协议，已有64户1400
万元拆迁补偿金发放到位，已拆除房屋40多户。

经调查，由于沿河两岸居民拆迁工作进行较

慢，导致铺设管网施工作业面过窄大型施工机械
无法通行展开作业，施工方工程进展较慢，垃圾清
运力度不够，施工机械不足，城管部门垃圾箱设置
点位少，再加上两岸居民环境意识较差，垃圾乱堆
乱放现象较为突出，造成东风运河青华路桥、兴华路
桥及两侧垃圾清理不及时，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6月21日上午，县长田庆杰召
集专题会议，研究东风运河综合整治工程有关问题。

一是关于东风运河垃圾清理工作。会议要求
县财政立即拨付箕子台办事处工程资金100万
元，昆山办事处50万元，全部用于垃圾清理。务
必于6月28日前高标准完成东风运河两岸垃圾
清理任务；县财政负责垃圾清理的资金保障工作。

二是关于东风运河截污纳管工作。工程中
标企业必须增加施工机械和人员，保证至少 20
台以上大型作业机械进场施工，昼夜不停、节假
日不休息，确保2018年 7月 30日前完成截污纳
管工作，此项工作由县城管局负责监督落实。
县环境攻坚办已致函县城管部门明确专人负
责，明确时间节点，倒排施工工期，督促施工单
位加班加点，加快工程施工进度，确保按期完
成。全面清理河体及沿河两岸的垃圾漂浮物，
合理设置垃圾箱，方便群众生活垃圾外运。

目前，县城管部门、箕子台办事处、昆山办
事处迅速行动，组织专门力量，全面清理生活垃
圾，加快施工进度，同时，为了防止在施工过程
中产生扬尘污染，已将河两岸的裸露黄土进行
覆盖，并在桥梁两侧实施了围挡。

为确保全面打赢打好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西
华县举一反三，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为期一个月的黑
臭水体专项整治行动，以改善城市水环境质量为核
心，按照“一河一策”原则，采取治污、截污、清理漂
浮物和垃圾清运、河道清淤、活水提质等措施，明显
改善全县黑臭水体水质，实现水体清洁、水面无漂
浮物、河岸无垃圾、无令人不适气味或颜色等。采
取四项措施，推动各项工作落实：一是严格落实河
长制各项工作措施，开展清河行动，清理河道网箱
养鱼，打捞漂浮物，确保城区内大小河流水体清洁；
二是建立清除河面、河岸垃圾长效机制，建立垃圾
收集、转运及处置长效机制；三是截污纳管，实施入
河排污口规范化整治，封堵非法排污口；四是全面
启动黑臭水体清淤工程，并安全处置河道污泥。

问责情况：由于东风运河施工进展缓慢，县
城管局作为责任单位，未能对该河道进行有效
治理，给周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诸多不便，经研
究，决定给予县城管局副局长王红彦诫勉谈话，
并要求其写出深刻书面检查。

八十二、洛阳市洛龙区 X410000201806130014
反映情况：洛阳市洛龙区关林路唐城御府小区

25号楼门面房，悠悠电竞网吧有6个排气口朝25号

与21号居民楼房之间排放，造成小区空气、噪声严重

污染，尤其是6个大功率排气电机24小时不间断运

转，嗡嗡直响，还有大功率中央空调室外机组安装在

小区内侵占绿地，破坏环境，噪声烦扰正常生活。曾

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但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调查核实情况：翠云路街道办事处于 2018
年 5月 24日接举报后就进行了现场检查，该网
吧安装有6个朝向小区25号楼的排风扇用于室
内通风换气，空调室外机位于 25号楼下 1门栋
与 2门栋中间绿地，室外机和排风扇噪声对楼
上居民造成一定影响。翠云路街道办事处对于
该网吧下达了整改通知书。6月 11日，由翠云
路街道办事处与相关部门及小区居民代表现场
协调提出具体整改方案。举报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该网吧已于6月14日将空
调室外机拆除并移至小区外部网吧门口处，每日
21：00至次日8：00关闭通风换气系统，网吧噪声
问题得到有效处理，6月16日完成了空调室外机
占毁绿地的恢复工作。小区居民代表表示满意。

问责情况：无。
八十三、洛阳市洛龙区 X410000201806120065
反映情况：洛阳市洛龙区白马寺镇白王村

村头有一个生产泡花碱(水玻璃)的化工厂，产品

是石英粉加元明粉，化学名称是硫酸钠，经加热

闷熬成胶，对当地环境造成污染。曾向洛阳市

环保局、洛龙区环保局反映过，但无济于事。

调查核实情况：反映的生产泡花碱(水玻璃)
化工厂为洛阳市白马寺幸福化工厂，经查，手续
齐全。该厂主要原料为固体泡花碱半成品，化学
名称为硅酸钠。燃煤锅炉于2016年改为燃气锅
炉。因市场原因，企业于2018年5月3日停产至
今。企业废气、废水和固废处置均按项目批复要
求处理，并未对当地环境造成污染。近3年未接
到群众对该厂的投诉。举报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由洛龙环保分局协同白
马寺镇政府对辖区企业加大巡查力度，发现违
法排污行为立即查处。

问责情况：无。
八十四、洛阳市宜阳县 D410000201806200022
反映情况：洛阳市宜阳县董王庄乡官庄村，

村霸张占格占用村内所有的资源，将河滩的树

挖走，在河滩建沙场，做事损人利己。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官庄村河滩树木除
有零星自然损毁外，其余为群众在农村建设用地
整治中自行做的采伐处理，未发现该村党支部书
记张战格（举报称“张占格”）有私采毁林等占用
村内资源行为。伊河支流（凤阳河）官庄村河道
范围内曾经有无证非法采砂场所存在，砂场责任
人为官庄村村民姚天纪。2017年7月，县水利部
门、董王庄乡政府曾依法对其予以关停，对采砂
设备进行拆除；2018年 5月，县水利部门在执法
巡查中对该采砂场偶发的采砂行为，再次下达责
罚通知，制止违法行为，拆除采砂设备，对未平整
到位的沙坑进行了彻底恢复。举报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为彻底消除非法采挖隐
患，宜阳县责成水利部门及各乡镇对县域内河
道进行全面拉网式排查，如果河道内有新发生
盗采行为将严厉打击、顶格处理，对涉嫌盗采犯
罪的移交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问责情况：给予宜阳县水利局河道管理局
主管副局长刘正军诫勉谈话；对董王庄乡乡长

助理、南管理区区长周志明进行约谈；给予官庄
村党支部书记张战格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八十五、洛阳市伊滨区 X410000201806170056
反映情况：洛阳市伊滨区庞村镇窑沟村大队

部南，一家无证照的家具厂，每天排放的油漆、烤

漆味，呛得人受不了，已经两三年了。6 月 1 日

前，每天下午五点半排气，现在白天关厂门，厂内

照常生产（晚上加班生产），环保部门也曾检查

过，来了好两天，过后如常。
调查核实情况：被投诉企业为洛阳市博众涂装

设备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喷涂流水线、民用印花柜
等，有营业执照，无环保手续。投诉人反映的气味
应该是塑粉固化工艺或转印工艺产生的有机气体，
并非油漆、烤漆味。2017年9月20日，庞村镇政府
发现其违法生产行为后，要求供电部门对其采取了
断电措施。之后该企业通过窑沟村电工陈建福违
规接电，继续违法生产。近期，由于庞村镇政府加
大了对辖区企业的环保检查力度，该企业采取“白天
关门停产、夜间加班生产”的生产模式。举报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因该企业位于居民区，建
设选址不当，环评不能通过，庞村镇政府于
2018年 6月 19日组织力量对该企业实施关停，
截至目前已关停到位。

问责情况：区纪工委对庞村镇副镇长蔺治
锋进行诫勉谈话；庞村镇纪委对窑沟村包村组
组长张继伟进行诫勉谈话，给予窑沟村党支部
委员李宗照党内警告处分，给予窑沟村电工陈
建福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八十六、洛阳市孟津县 D410000201806160073
反映情况：洛阳市孟津县会盟镇小店村老君洞

寺庙后面有很多家养殖场，其中有一家大规模养猪

场，距离水井100米，厂区内挖了个污水坑，污水直

接渗入地下，臭气熏人，蚊蝇滋生，污染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经现场核查，会盟镇小寨村老
君洞寺庙后面正在生产的养殖场有两家，分别是李
海轩养殖场、君佑养猪场（河南康地华美牧业有限
公司）。其中李海轩养殖场，圈舍200平方米，存栏
生猪36头，粪污主要还田利用，无粪污处理设施；君
佑养猪场旁150米处有一眼机井，经村委会了解，该
井自2001年打成后只用于小寨村一组、三组浇地使
用，从未作为饮水井使用。检查时未发现厂区内有
污水坑，未发现污水直接渗入地下现象，2个养殖场
均存在一定臭气和少量蚊蝇。举报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会盟镇督促君佑养猪场
及时清理粪污、消灭蚊蝇，监督养殖场按相关规
定生产；责令李海轩养殖场实施关闭，截至目前
已经清空，实现关停。

问责情况：无。
八十七、洛阳市孟津县 D410000201806160055
反映情况：洛阳市孟津县城关镇寨沟村四

组，全村的生活污水都排放到寨沟村四组诉求

人家门口（水沟），求助。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孟津县城关镇寨沟四
组，共有住户40余户，因该区域地势较低，周边区
域四、五、六三个生产组部分生活污水、雨水自然
汇流四组自然荒沟处，村里为避免对沟底耕地造
成损害，2011年筹资建设土坝一座，因长年没有
安排适度下泄，聚集形成水面面积2000平方米，
距最近住户100米以上。未发现全村生活污水排
放到诉求人家门口的问题。举报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城关镇政府委托洛阳黎
明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对水质进行检测，检测结
果显示pH值7.43、氨氮31.3mg/L、化学需氧量
130mg/L；并组织人员、机械对水面漂浮物进行
清理，对水体用生石灰进行消毒，并在水池里种
植莲藕，在坝边安装安全警示牌。

问责情况：无。
八十八、洛阳市孟津县 D410000201806190031
反映情况：洛阳市孟津县城关镇九泉村，该村村

干部许双喜在村边开了个养鸡场，风机噪声大，建在

耕地上。村干部和镇干部挪用扶贫资金建鸡场。

调查核实情况：经核查，许双喜养鸡场于2015
年在村西边距离住户200米的位置，租用邻居及自
家共10亩一般性耕地建设，并根据《孟津县规模化
畜禽养殖临时用地申请表》要求，申办了用地手
续。该养鸡场由村民许双喜自己筹资100万元于
2016年建设大棚2座，存栏1.8万只（目前肉鸡已
出售完毕），没有使用扶贫资金。6月21日，城关镇
政府委托洛阳黎明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对被举报的
养鸡场及周边农户门口噪声情况进行了检测。检
测显示，养鸡场四周噪声达标。举报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责成孟津县城关镇政府
及相关部门对辖区养殖场进行全面排查，杜绝
扰民事件发生。同时督促养鸡场做好防蝇、灭
蚊及消毒工作。

问责情况：无。
八十九、开封市通许县 D410000201806180077
反映情况：开封市通许县人民医院健康后

街下水道年久失修，生活污水无法排除，造成堵

塞，气味发臭，污染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通许县住建局高度重视，立即组织人员前往现场调
查。经检查发现该处属背街小巷，排水道是该处居
民自行修建，采用30×50明沟盖板排水，但设计不
合理，出水口偏高，排水不畅，排水道在存一定量后
才能排入康力路污水管道，造成堵塞、气味发臭。

处理及整改情况：针对上述情况，通许县住
建局立即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和施工队对该处排
水道进行清挖疏浚。为彻底解决该处排水不畅
的问题，下一步将该排水道纳入全县污水管网
管理范围，坚持每年汛期前进行清挖疏浚。

问责情况：无。
九十、开封市通许县 D410000201806160085
反映情况：开封市通许县城关镇韩庄村，有

家小型养猪场，粪便乱排，气味难闻，苍蝇乱飞，

影响周边居民生活。

调查核实情况：2018年6月18日上午，通许
县委、县政府组织县畜牧局、县环保局、城关镇政
府人员到所举报的养殖场进行现场调查，该养殖
场位于城关镇赵河社区韩庄村西，场主叫牛建
设，该养殖场建在自家院内，（下转第十五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