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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九、郑州市二七区 D410000201806170012
反映情况：郑州市二七区沅江路海悦华府

小区 2 号楼与 3 号楼之间空地上好多废旧自行

车、电瓶车堆放在此处，荒草丛生，快成垃圾场

了，物业也不管，影响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问题中反映的海悦华府小区位于郑州市二

七区沅江路87号，属郑州市二七区人和路办事
处管辖。小区共16栋楼，总建筑面积29万平方
米，共计 2184 户。小区于 2014年建成并交付
使用，目前该小区由郑州合立物业有限公司进
行管理。

（二）现场调查情况
6月 18日接到交办问题后，郑州市二七区

住房保障中心、二七区人和路办事处相关执法
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查看。经现场调查核
实，小区2号楼与3号楼之间空地上确实存放有
废旧自行车、电瓶车，长有杂草，但未发现有生
活、建筑垃圾堆积，关于垃圾场问题不属实。综
上所述，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一是立即组织人员对堆
放的废旧自行车、电瓶车进行清理；二是立即对
杂草进行清理，并对已清理地面进行地膜覆盖；
三是要求物业公司对海悦华府小区 2号楼与 3
号楼之间空地播撒草籽，要求做好精细化管养
工作，提升净化空气、美化环境的效果；四是由
二七区人和路办事处组织开展“治理社区环境、
清理卫生死角”专项活动，要求社区对卫生死角
进行彻底清理，进一步美化社区的环境，给辖区
居民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积极推进美化环境

“精细管理、美化市容”工作。
问责情况：无。
五十、郑州市惠济区 D410000201806120077
反映情况：郑州市惠济区农委将农药储存

在李西河村仓库里，与投诉人家里仅一墙之隔，

气味难闻，会对人体造成伤害，诉求人希望尽快

将农药挪走。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督办问题所在地块位于惠济区李西河村

北，属惠济区新城街道办事处管辖。督办问题
涉及的仓库，占地面积约 1400平方米，负责人
是李西河村五组村民王合成。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 6月 14日，惠济区调查人员立即行

动，对督办问题进行调查。经查，该仓库是惠济
区农委租用用于存放收缴的假农药、假种子等，
租赁合同期限 2017年 7月至 2018年 7月。综
上所述，举报问题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针对惠济区农委在李西
河仓库存放收缴的假农药、假种子的问题，惠济
区积极工作，由惠济区农委牵头负责，对仓库内
存放的假农药、假种子进行搬离。截至2018年
6月 17日晚，假农药、假种子已全部搬离。下一
步，郑州市惠济区将继续加大督查力度，避免此
类问题出现，切实把环境污染防治工作落到实
处。

问责情况：无。
五十一、郑州市金水区 D410000201806120108
反映情况：郑州市金水区博颂路与普庆路

交叉口西边金桂苑小区 2 号楼下，卢记烩面、长

垣 炒 鸡 等 多 家 饭 店 ，油 烟 气 味 呛 鼻 ，污 染 环

境。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群众举报的问题位于金水区博颂路与普庆

路交叉口西北角，经核查，此处有10家饭店，均
为小餐饮行业个体工商户，基本信息如下：

1、郑州市金水区王妮手擀面（门头：手擀面
饺子）

2、郑州市金水区卢中照烩面馆（门头：卢记
烩面）

3、郑州市金水区黄道安小吃店（门头：长垣
炒鸡）

4、郑州市金水区陈世龙面馆（门头：羊肉糊
汤面）

5、郑州市金水区天一汉堡店（门头：天一汉
堡）

6、郑州市金水区邱记饭店（门头：信阳土菜
苑）

7、郑州市金水区马江辉面馆（门头：山西油
泼面）

8、郑州市金水区彰德府面馆（门头：董记手
擀面）

9、郑州市金水区满少甫羊肉汤店（门头：满
记羊肉冲汤）

10、郑州市金水区龙建面馆（门头：炒鸡炸
酱面）

（二）现场调查情况
1.2018年 6月 14日，金水区工商质监局、丰

庆路工商质监所、金水区城市综合执法局和东风
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到投诉中所涉及的博颂
路与普庆路交叉口进行实地检查，对问题进行落
实处理。经查，“金桂苑小区楼下卢记烩面等多
家饭店”已自愿停业整改，目前正在整改中。

2.2018年 6月 12日接到中央第一环境督察
组“回头看”督办问题第十批后，前去检查发现，
普庆路与博颂路口饭店共有10家，均发现有问
题，10家店主均自愿提出停业整改：（1）手擀面
饺子、卢记烩面、长垣炒鸡、羊肉糊汤面、信阳土
菜苑、山西油泼面，6家灶头数与净化器处理风
量匹配但油烟净化器较脏，现已清洗干净；（2）
满记羊肉冲汤、炒鸡炸酱面，灶头数与净化器处
理风量不匹配，目前已整改到位（其中，满记羊
肉 冲 汤 已 新 加 装 净 化 器 1 台 ，处 理 风 量 为
6000m3/h，目前满记羊肉冲汤共有灶头数4个，
净化器 2台，处理风量合计为 10000m3/h；炒鸡
炸酱面，撤除后厨灶头 1个，目前共有灶头数 2

个，净化器处理风量4000m3/h）。综上，交办问
题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金水区城市综合执法局
东风路执法中队于 2018年 6月 14日上午对 10
家饭店申请油烟检测，河南博晟检验技术有限
公司作为政府招标第三方油烟检测公司前来考
察，发现卢记烩面、羊肉糊汤面、信阳土菜苑、山
西油泼面、满记羊肉冲汤、炒鸡炸酱面，共计 6
家饭店，烟道口均不符合油烟检测要求，暂时无
法进行油烟检测，店主提出愿意立即停业整顿，
整改烟道口，目前6家正在停业整改中。整改完
成后，将组织第三方检测公司对6家饭店进行检
测；手擀面饺子、长垣炒鸡、天一汉堡、董记手擀
面，4家饭店对后厨卫生进行整改，已于 6月 20
日开始陆续进行油烟检测。

下一步，金水区城市综合执法局将加大对
此处饭店的巡查力度，不定时巡查该企业油烟
净化装置使用及清洗情况。同时，组织第三方
公司对此处餐饮行业进行油烟检测，检测结果
将于三个工作日后以报告形式发出，将根据检
测结果，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问责情况：无。
五十二、郑州市金水区 D410000201806130102
反映情况：河南省金水区博颂路与普庆路

交叉口，有一家卢记烩面烟囱排放油烟到金桂

苑小区。向金水区执法局反映过没有解决。认

为居民楼不允许开饭店。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群众举报的问题位于金水区博颂路与普庆

路交叉口西北角，经核查，卢记烩面为小餐饮行
业个体工商户，基本信息如下：

郑州市金水区卢中照烩面馆（门头：卢记烩面）
（二）现场调查情况
1.2018年 6月 15日，金水区城市综合执法

局、工商质监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东风路
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前往金桂苑小区对问题进
行落实处理。经查，该店后厨有集烟罩并安装
有油烟净化装置，共有灶头 2个，油烟净化器处
理风量为8000m3/h，净化器未及时清洗。已自
愿停业整改，目前正在整改中。

2. 金水区城市综合执法局前期收到投诉
及处理情况

2018 年 1 月 28 日接市长热线投诉：编号
zz201801220927，投诉内容：市民反映金水区
东风路办事处博颂路与普庆路交叉口西北角卢
记烩面直接将排烟口对着居民楼进行排放，油
烟非常大，油烟和噪音扰民严重，严重影响居民
生活，希望有关部门及时处理，请相关部门调
查。处理情况：金水区执法队员到达现场，并未
发现有油烟污染情况，饭店按照规定安装有油
烟净化装置且能正常使用，不存在油烟污染情
况，前期已进行过油烟检测，检测数值未超标。

综上，交办问题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郑州市金水区城市综合执法局东风路执法

中队于 2018年 6月 14日上午对卢记烩面申请
进行油烟检测，河南博晟检验技术有限公司作
为政府招标第三方油烟检测公司前来考察，发
现卢记烩面烟道口均不符合油烟检测要求，暂
时无法进行油烟检测，店主提出愿意立即停业
整顿，整改烟道口，目前饭店正在停业整改中。

下一步，金水区城市综合执法局将加大对
此处饭店的巡查力度，不定时巡查该企业油烟
净化装置使用及清洗情况。同时，组织第三方
公司对此处餐饮行业进行油烟检测，并根据检
测结果，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问责情况：无。
五十三、郑州市金水区 D410000201806140025
反映情况：郑州市金水区金水路大石桥市

政管理处 45号附 5号门口，有一条 500米左右的

土路，下雨天都是水坑，晴天时车辆经过扬尘

大，污染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郑州市金水区金水路大石桥市政管理处

45 号附 5 号门口，为一条 800 米 2580 平方硬
化过的非市政道路，按照“《铁路运输安全保护
条例》第二章铁路线路安全第十条铁路线路两
侧应当设立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铁路线路
安全保护区的范围，从铁路线路路堤坡脚、路
堑坡顶或者铁路桥梁外侧起向外的距离分别
为：(1)城市市区，不少于8米；(2)城市郊区，不少
于10米(3)村镇居民居住区，不少于12米；(4)其
他地区，不少于15米。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的
具体范围，由铁路管理机构提出方案，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按照保障铁路运输安全和节约
用地的原则划定。铁路用地能满足前款要求
的，由铁路管理机构在铁路用地范围内划定铁
路线路安全保护区”的规定。此路西侧为京广
铁路东围墙，路宽 4-5米这条路在保护区范围
内，此道路管理应属铁路部门负责，道路东侧
沿线建筑为早年居民自建房，居住人员多为外
来务工人员。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 6月 15日，郑州市金水区大石桥街

道办事处接到问题通知后，立即前往问题现场
进行实地查看。经查，金水路大石桥市政管理
处 45号附 5号门口道路，从金水路（沿线广铁
线）向北约 800 米的断头路，此前道路已经硬
化，但因道路管理权限不清晰而长期处于无专
人清扫状态，加之又紧邻京广铁路线，时间久了
路面就存在尘土积存现象，晴天车辆经往会产
生一定扬尘。2014年金水路西延工程开工时
为保证居民出行，金水路西延路三标段郑州市
政总公司对路面进行了沥青铺设。经过几年的
风雨侵蚀和车辆碾压道路部分区域出现破损，
但并未出现积水现象。道路扬尘和路面破损情
况基本属实。

综上所述，交办问题基本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1.因道路翻修需要对垃圾和违规建筑进行

清理后才能施工，金水区大石桥街道办事处组
织人员23人和2台大型机械对私搭乱建进行了
拆除，并全面清理了残存垃圾。

2.郑州市金水区大石桥街道办事处约谈了
金水路西延项目部和涉及道路保通工程的金水
路西延路三标段施工单位郑州市市政总公司、
铁路代建铁路四标段中铁第十八局集团有限公
司。由郑州市政总公司和中铁第十八局集团有
限公司共同对涉及工程保通区域的道路进行全
面硬化。2018年 6月 18日郑州市政总公司和
中铁第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中铁第
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具体施工已经对保通道路
进行再次硬化。

3.郑州市金水区政府研究决定“以保民生”
应急处理方式由金水区城管局对此道路进行翻
修，6月16日和6月17日金水区城市综合执法局
已经对道路情况进行勘测，决定对 2580㎡的路
面进行七公分沥青铺设，因前期金水路西延对保
通路混凝土硬化养护期需要10天时间，沥青面
铺设将在6月28日进场施工，6月30日竣工。

4.道路翻修后暂由道路所在社区进行日常
保洁，计划将这条路列入支路背街小巷由金水
区城管局进行日常养护。

问责情况：无。
五十四、郑州市金水区 X410000201806130030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郑州市金水区升

龙凤凰城 B 区 3号楼下，广场舞噪声扰民越来越

肆无忌惮，住户痛苦不堪。该广场舞还采取收

费方式，涉嫌非法经营歌舞场所，扰乱社会秩

序。小区居民多次投诉，相关部门推诿扯皮，不

愿意解决问题。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升龙凤凰城B区位于金水区玉凤路与青年

路西南角，一共五栋住宅楼，一栋写字楼，广场
位于3号楼北侧。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 年 6 月 15 日，金水区城市综合执法

局、金水区文化旅游局执法队前往问题现场进
行实地查看。通过对金水区升龙凤凰城B区 3
号楼下广场上的婴幼儿用品商店、医药超市、烧
烤店的负责人和小区物业工作人员的走访，得
知该广场每天7点至9点，有少数太极拳爱好者
打拳，没有音响设备；晚上(20：00-22:00)确有
群众在此跳广场舞，有音响设备。B区3号楼一
共有 31层，其中商业用房有3层，3号楼下面有
大概300平方米左右。该广场舞是周边居民群
众自发组织形成，参与人员缴纳一定费用作为
活动经费（电费和音响购买及使用费用），并没
有发现对外收费的行为，属于自发的休闲娱乐
活动，不属于商业经营性行为。

金水区城市综合执法局于2018年 5月 9日
接 到 市 长 热 线 投 诉 （ 案 件 编 号 ：
41010518053000464）市民反映：升龙凤凰城6
号楼后边，有人在广场上音乐跳舞，严重扰民，物
业劝阻不听，导致孩子无法写作业，老人无法休
息，希望及时联系处理。当晚金水区城市综合执
法局凤凰台执法中队与凤凰城社区工作人员前
往现场与在此跳舞的老年群众沟通，劝导跳舞
群众在锻炼过程中，尽量控制音响音量，适当修
改锻炼时间，减少对周边居民和考生的休息和生
活影响。经过协商沟通，该广场舞群众同意在高
考期间暂停活动。该交办问题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2018年 6月 15日当晚，
金水区城市综合执法局执法队员王××（执法
证号：豫A04-225163）联合凤凰城社区副主任
单××与广场舞的群众协商沟通，建议群众购
买使用耳麦式音响，既不妨碍自身娱乐健身，也
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经调解，广场舞音响音
量已调小，广场舞领队何××表示愿意配合管
理，调低音响音量，并承诺在不影响周围群众工
作生活的前提下跳舞。

升龙凤凰城B区 3号楼下的广场舞噪声扰
民问题，属于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金水区城市
综合执法局凤凰台执法中队联合社区及物业管
理人员，对该广场舞参与人员进行了法制教育
宣传和社会公德教育，对广场舞领队何××进
行了约谈；敦促该广场物业管理人员加强日常
管理，严格管控群众跳舞时间和音响音量，杜绝
噪声扰民。物业公司将采取组织人员进行劝
阻、将音响设备断电、广场上摆放石墩等方式，
尽可能杜绝此类现象发生，恢复小区生活环境。

依法处理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
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在城市
市区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设施场所组织娱
乐、集会等活动，使用音响器材可能产生干扰周
围生活环境的过大音量的，必须遵守当地公安
机关的规定”。

问责情况：无。
五十五、郑州高新区 D410000201806110057/

D410000201806120047
反映情况：郑州高新区云山路与化工路交

叉口要建一个润滑油厂，附近有学校和住宅区，

认为不合理。

调查核实情况：反映内容与中央第一环境保
护 督 察 组 交 办 第 14 批 受 理 编 号

“D410000201806130052”基本相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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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批第80项公开，不再重复公示。

五十六、郑州市二七区 X410000201806060017
反映情况：郑州市二七区紫玉路绿林仓库

16号，金水源办事处红花寺村委会向西二百米路

北，小作坊餐具消毒公司，无环评手续，污水未经

处理直接排放，每天 14时生产。希望进行查处。

调查核实情况：群众反映的洗碗厂全名河
南清珏实业有限公司，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35843941106，法定代表人荆宜军，建
有一条年清洗消毒餐具 600万套建设项目，主

要从事生活用品消毒服务。根据《河南省环境
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全省环境违法违规
建设项目清改工作回头看的通知》（豫环委办
〔2017〕93号）和《郑州市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
室关于开展全市环境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改工
作回头看的通知》〔2017〕7号文件要求，该企业
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在区环境保护局进行了
备案，备案号二七清改环备〔2017〕2号。接到
交办问题后，二七区环保局环境监察大队执法
人员黄晓杰、翟欣，金水源街道筹备组副主任李
玉斌及街道大气办主任胡金龙等第一时间到现
场进行调查核实，经现场调查，该企业生产废水
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处理后，接入郑州晟鑫市
政工程有限公司用作降尘用水不外排，生活废水
由当地居民拉走用作农家肥。群众反映的“无环
评手续，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问题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加强对该厂的监管，发现
违规违法行为，依法查处。

问责情况：无。
五十七、郑州市新郑市 X410000201806140015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2017 年 3 月 11

日，郑州市新郑市城关乡官刘庄五组，几位村民

所栽植的杨树被乡镇府干部张发展带队推倒，

破坏生态环境，毁坏林木。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新郑市城关乡官刘庄村五组几位村民所栽植

的杨树位于S323北侧官刘庄段，城关乡中心幼儿
园西20米，属生态廊道建设区域。2017年 3月
S323单侧要实施生态廊道建设工程，需要征用临
路用地，廊道区域内的杨树要伐掉建绿化带，经多
次与涉及的个别群众协商，均未达成一致补偿意
见。为赶季节种植和工程进度，绿化公司在不知
情的情况下，将这几户所栽的几棵杨树用铲车
推倒。2017年 3月 11日晚 7时新郑市林业局、
森林公安局接到群众报警反映城关乡 S323公
路官刘庄村段路北杨树被人毁坏，请求处理。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 6月 15日，新郑市相关部门到现场

进行了调查。经查，现场被砍倒的41株树木仍
在。新郑市城关乡政府一直与涉事的 6户村民
协调沟通。

2017年3月，新郑市林业局对报案群众和有
关人员进行了询问，报案人唐宏建等人称毁树就
是城关乡政府为了征地建绿化带，被毁的树木涉
及该村六户群众，该地块为其原先购买的临街房
用地，3月3日新郑市城关乡政府通知要征用那块
地，地上的杨树要伐掉建绿化带，因赔偿协商不
成，就开始毁树，强行清理。群众认为之前是张发
展与他们协商赔偿的，故认定是张发展带人毁的
树。民警到达现场后，现场共计有41株杨树（树
龄10年）被施工机械连根挖出后留在现场。

2017年 4月 11日新郑市林业局公安分局
民警到城关乡政府对张发展送达了传唤证，其
一直不予配合新郑市林业局公安分局调查。根
据现有的证据无法认定是张发展组织实施了毁
树行为。

2017年 4月 20日群众再次报警称毁树现
场有铲车在施工，我局民警将现场的施工人员
带回询问，其均称是绿化公司让临时过去平整
土地，3 月 11 日晚毁树的事不知情也没有参
与。随后民警责令其在未协商好的情况下不准
再到该地块施工，被推倒的41棵杨树至今还留
在现场。综上所述，此举报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建设生态廊道属于公共
事业，新郑市城关乡政府一直与涉事群众协商
解决，目前群众已自行将杨树处理，涉及的六户
群众，有一户已经协商解决。目前，现已种上花
生等农作物。

下一步新郑市城关乡政府将继续积极与剩
余五户群众沟通协商，将问题解决到位。

问责情况：1.2017年新郑市森林公安局立
案传唤张发展。

2. 新郑市城关乡对该乡工作人员张发展
进行了通报批评。

五十八、郑州市城管委 D410000201806040023/
D410000201806040027

反映情况：郑州市荥阳市贾峪镇上湾村要

建一个日处理能力 4500 吨的大型垃圾焚烧厂，

距离居民区只有 3.5 公里左右，希望能科学地选

址，合法地民意测评。

调查核实情况：反映内容与中央第一环境
保护督察组交办“D410000201806070072”基
本相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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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批第77
项公开，不再重复公示。

五十九、周口市商水县 D410000201806160097
反映情况：周口市商水县谭庄镇，1.前谭村

五组有两家养猪场，粪便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直

排河沟里面，污染严重，气味难闻。2.夏庄村有

两家养猪场，粪便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直排河沟

里面，污染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前谭行政村共有 6个
村民组，1400余口人，养殖户 1家，属于散养户
（1 头母猪、40 头小猪）；夏庄村共有 3 个村民
组，800余口人，养鸡场1家,养鸡3000羽，养猪
场 1家，年出栏 400余头，两家养殖场距村庄不
足100米，养猪场有沉淀池但不规范，群众反映
情况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目前，镇政府出资购买抽
污泥泵两台，昼夜不停对坑塘进行清理污泥行
动，清理淤泥200余立方米，污泥清理后进行生
石灰消毒处理，然后调动两台大型挖掘机，进行
坑底平整，并填埋新土。按照整改计划，预计 7
月 10日左右坑塘改造结束，在整改过程中，根
据时间节点和具体整改程序明确了责任人。坑
塘整改治理后，将设立安全警示牌、安全警示线
围栏等防护措施。

问责情况：经研究决定，给予夏庄村党支部
书记殷拴紧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夏庄村党支部

委员王怀营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夏庄村党支部
委员王民先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前谭村党支部
书记石国胜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前谭村党支部
委员谭站队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前谭村党支部
委员石国富党内警告处分。

六十、周口市黄泛区农场 X410000201806170042
反映情况：周口市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尹坡

村有一个尚佳食品厂，没有任何手续，任何村民

不让进，建好后开始大量生产烤肠，声音特别

大，排出的热气特别难闻，生产车间人员无健康

证，食品厂建设、食品生产无手续，为什么还让

生产？污水流到坑里、邻居家。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该厂全称是河南尚佳
食品有限公司，于 2015年 5月开始建设，2017
年 4月投入生产；占地面积约 4000平方米，位
于黄泛区农场尹坡村，办理有环评审批手续，已
验收，法定代表人尹文斌。调查组现场检查发
现该公司处于停产状态，但有生产迹象，生产和
生活废水经一体化地埋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
排入坑塘。执法人员在一体化地埋式污水处理
设施处理后提取了水样，检测结果显示为超标
排放，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针对该公司超标排放行为，
黄泛区农场环境监察大队已对其负责人进行了
环保法律法规教育，要求其加强日常管理，并对
该公司下达了《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决定书》
进行立案处罚，待其整改完成后方可恢复生产。

问责情况：经研究，由于黄泛区农场农村工
作局局长何春伟、尹坡村党支部书记尹新中没
有切实履行网格化监管职责，黄泛区农场环境
监察大队大队长孙迎立没有切实履行日常监管
职责，根据《黄泛区农场环境监管网格化方案》
（场字〔2016〕64 号）文件精神，决定给予何春
伟、尹新中诫勉谈话，给予孙迎立通报批评。

六十一、安阳市汤阴县 D410000201806190096
反映情况：在汤阴县大江窑村，县城管局征

用一片树林，砍伐后建了一个垃圾场，距离村子

特别近，影响村民生活。垃圾场旁边是汤阴火

龙岗绿色食品有限公司，担心造成食品污染。

要求督察组办理该件。

调查核实情况：
1.关于“县城管局征用一片树林，砍伐后建

了一个垃圾场”问题，经查，情况属实。建筑垃
圾消纳场原为一自然坑，坑内有村民种植的树
木。政府将地面附属物包括树木征收，并且予
以补偿，补偿款已兑付到位。

2.关于“距离村子特别近，影响村民生活。
垃圾场旁边是汤阴火龙岗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担心造成食品污染”问题，经查，情况部分属
实。建筑垃圾消纳场距离大江窑村 200 米左
右。旁边的汤阴火龙岗绿色食品有限公司长期
处于停产状态。

处理及整改情况：目前，该建筑垃圾消纳场
已通过环评招标，正在进行环评，还未正式投入
使用。下一步汤阴县将严格依法做好项目环
评，确保村民合法权益和食品安全。

问责情况：无。
六十二、鹤壁市淇滨区 X410000201806190063
反映情况：鹤壁市淇滨区淇河上游建了一个桑

园小镇，每年接待游客20万人次，一年产生污水和

垃圾 1000多吨，但是小镇没有建设污水处理厂和

垃圾处理站，污水只能排到淇河里，污染河水。

调查核实情况：反映内容与中央第一环境
保护督察组交办“X410000201806160082”基
本相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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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批第56
项公开，不再重复公示。

六十三、鹤壁市浚县 X410000201806200063
反映情况：鹤壁市浚县新镇镇庄头村西，河

南秀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养殖粪便污水排放污

染环境长期无人治理。法人代表邢宏忠，实际

控制人邢长岭。该养殖场离村庄住户最近处只

有 100 米。秀田农牧公司共有两个养殖场，年

出栏 15 万头生猪。东边养殖场中间有一个废

弃长达 10 年的废水坑，没有任何粪便处理设

施，直接将粪水渗入地下，严重污染地下水源，

导致周围村庄地下水无法饮用；西边养殖场更

是将粪水不经任何处理，通过压力罐经地下管

道直接排入长虹渠以西、蔬菜大棚最南边的半

地下温室。因连年的粪污水排放，不能再种任

何农作物，该区域大棚已经荒置两年。死猪直

接扔到西猪场墙外沼气院内大坑里，也不掩埋，

存在严重的传染病传播隐患。其间也有群众举

报，新闻媒体于 2016 年和 2017 年报道过两次，

但都因秀田农牧公司长期雇用黑社会和新镇镇

政府镇长作“保护伞”，群众敢怒不敢言，最后该

公司用金钱买通新闻媒体，所以都不了了之。

经了解国家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92)中

对相关数据的规定，旱作 COD 灌溉排放标准

300，蔬菜 COD 灌溉排放标准 150。

调查核实情况：1.浚县新镇镇庄头村西有
两家养殖场，分别是河南秀田农牧股份有限公
司（法人代表邢宏忠，东场）和鹤壁市百源养殖
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王永方，西场），实际控制人
均为邢长岭。设计规模分别为年出栏生猪 2.5
万头和 1.5万头，共计4万头，目前存栏仅0.6万
头。距离庄头村最近处为 140米，符合限养区
养殖要求。2.两家养殖场共用 1套粪污处理设
施，河南秀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东场）所有粪
便、粪水通过专用排污管道全部排到鹤壁市百
源养殖有限公司（西场）粪便处理设施进行处
理，养殖粪污经干湿分离，固体粪便在储粪场堆
积发酵后用于肥料还田，污水经处理后用于农
田灌溉。现场检查没有发现场区内外有粪便污
水乱排现象与痕迹。经走访周围群众，无人反
映地下水无法饮用的问题。浚县卫生防疫站检
测中心已经采集了养殖场周边地下水水样，正
在进行检测。反映的长虹渠以西最南边的半地
下温室蔬菜大棚种植了玉米等农作物，农作物
生长正常。（下转第十五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