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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交办案件办理结果公示
（第22批）

（上接第十四版）3.河南秀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东场）于2008年建设了200多立方米的化尸池，
鹤壁市百源养殖有限公司（西场）于2011年建设
了200多立方米的化尸池，用于处理病死猪。河
南秀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东场）中间的2个坑，
里面为雨水，周围没有向坑内排污的管道。现场
检查未发现死猪乱扔不掩埋现象。4.经浚县县委
宣传部、纪检委、新镇派出所等部门核实，未接待
过采访河南秀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的新闻媒体
记者，未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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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

处理及整改情况：浚县政府按照环境网格
化监管要求和职责管理权限，责成属地政府和
畜牧、环保等有关部门加大辖区养殖行业监管
力度，确保养殖行业粪便污水达标排放。

问责情况：无。
六十四、鹤壁市鹤山区 D410000201806210099
反映情况：鹤壁市鹤山区，1.区政府附近，

清运土方没有防尘措施，引起扬尘污染。2.南

山旅游区有一个化工厂，排放难闻气味。要求

督察组处理。

调查核实情况：1.反映的“鹤山区政府附近
清运土方的工地”为“鹤山区独立工矿区鹤壁
集城区环境整治项目”，主要建设篮球场、网球
场等 5 个运动场地，2018 年 6 月 16 日开工建
设，预计 7月份完工。在清运土方阶段存在扬
尘污染现象。目前，该项目已进入基础碾压阶
段，不再涉及土方清运。2.反映的“南山旅游区
有一个化工厂”为“鹤壁市中原环保机械设备
厂”，位于鹤山区鹤壁集镇九孔桥南 200 米路
东，环保手续完善。设计生产规模为年产 2万
吨片状硫酸铝，生产工艺为外购原料氢氧化铝
—加水—加硫酸—利用自身热能产生的热量
合成反应—结晶—粉碎—成品硫酸铝。成品
破碎工段安装有脉冲布袋除尘设备，结晶出料
工段安装有水喷淋设备。经现场检查，该企业
正在生产，环保设施正常运行，厂区及周边无
明显异味，通过走访周边群众均反映该企业无
异味排放。

处理及整改情况：鹤山区综合执法局对鹤
山区独立工矿区鹤壁集城区环境整治项目施工
单位——四川欣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现场负责
人进行约谈，并立案罚款1.1万元。

问责情况：无。
六十五、鹤壁市鹤山区 D410000201806220005
反映情况：鹤壁市鹤山区鹤壁集镇郝家荒

村南 100 米，有个砖厂白天运输煤结石、夜间粉

碎煤结石，粉尘污染严重。

调查核实情况：反映的“鹤壁集镇郝家荒
村南砖厂”全称为“鹤壁市郝荒鑫鑫节能建筑
材料有限公司”，位于鹤山区鹤壁集镇郝荒村
南约 400米，环保手续完善。设计规模为年产
1.8亿块煤矸石烧结砖，建设 2条隧道焙烧窑生
产线，主要原料为煤矸石。生产工艺是将原料
经破碎机破碎后，加水浸润、搅拌陈化、挤压成
型，最后分别送入干燥窑、焙烧窑干燥焙烧制
成成品。安装有除尘、脱硫、在线监控等环保
设施。该公司自 2018 年 5月 19 日停产至今。
在生产期间，有运输和夜间粉碎煤矸石的现
象。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未生产，但部分未进
仓物料苫盖不完全、料仓有破损密闭不严，存
在粉尘污染隐患。

处理及整改情况：鹤山区鹤壁集镇政府依
法责令其进行整改，未整改到位前不得恢复生
产：一是购置防尘网对部分未进仓的物料进行
严密苫盖；二是购置彩钢板对破损的料仓重新
进行封闭。

问责情况：无。
六十六、鹤壁市淇县 D410000201806220024
反映情况：鹤壁市淇县北阳镇南史庄村有

个石料厂，夜间生产噪声扰民，粉尘污染严重。

调查核实情况：反映的“淇县北阳镇南史庄
村石料厂”全称为“淇县磊鑫天然石材厂”，位于
淇县北阳镇史庄村西头路北，设计生产规模为
年加工 3500平方米大理石板材，2017年 10月
通过环保违法违规项目清理整改备案并在淇县
人民政府网站公示。经调查，该厂在原料锯割
和毛板研磨抛光过程中会产生粉尘、噪声。
2018年 6月 23日至 24日该厂委托第三方检测
机构对废气、噪声进行了现场检测，检测结果显
示达标。现场检查时，该厂厂房门窗未封闭，存
在少量粉尘外溢现象。

处理及整改情况：一是责令该厂立即停止
夜间生产；二是对生产厂房门窗进行封闭。目
前，该厂夜间已不再生产，并对生产厂房门窗进
行了封闭。

六十七、济源市 X410000201806170021
此件与受理编号 X410000201806130015

反映的情况类似，调查核实处理及整改情况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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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批第 13项公
开，不再重复公示。

六十八、济源市 X410000201806180046
此件与受理编号 X410000201806130015

反映的情况类似，调查核实处理及整改情况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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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批第 13项公
开，不再重复公示。

六十九、济源市 D410000201806170013/
D410000201806170016

反映情况：济源生活垃圾发电厂项目不存

在夜间施工、扬尘和噪声污染问题。

调查核实情况：6 月 18 日至 22 日，济源
市对生活垃圾发电厂项目进行调查，根据举
报 内 容 ，经 核 实 ：对 受 理 编 号 为
D410000201806110061的举报件调查结果表
明，该项目存在夜间施工、扬尘和噪声污染问
题。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经与举报人沟通，其同意
撤 回 举 报 ，并 严 格 按 照 受 理 编 号 为

D410000201806110061的举报件明确的处理
情况进行整改。

问责情况：无。
七十、邓州市 X410000201806120078/

X410000201806080066
反映情况：来信反映内容与邓州市环保局

未执行工资全额发放问题的信件内容相似，补

充说明：在中央环保督察来临之际，邓州市政府

为我们支付 5 个月工资，但是没有依法依规进

行发放，让我们干着环保，却吃不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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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批 受 理 编 号

“X410000201806070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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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批第19项公开，不再重复公示。

七十一、济源市 D410000201806190016
反映情况：济源市五龙口镇贺坡村有 3 家

养猪场，粪便排入池塘，气味难闻。

调查核实情况：6月 22日至 26日，济源市
对 3 家养猪场进行调查，根据举报内容，经核
实，3家养猪场都有环评备案手续，但均未充分
利用已建的干粪池和沉淀池等环保设施，将粪
污排入废弃不用的蓄水池，日积月累形成黑臭
水体。附近的种粮大户有时也抽取部分污水浇
地。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济源市已责成 3家养殖
场立即整改，对排污口进行封堵；同时对其立案
查处，并对地下水进行抽样检测。下一步，该市
将监管养殖户严格按照环评要求，规范使用环
保设施；与种粮大户签订污粪消纳协议，解决粪
污去向问题；加强日常监管，确保实现粪污“零
排放”。

问责情况：无。
七十二、焦作市马村区 X410000201806190003*
反映情况：焦作市马村区白庄村村民举报

其种的果树及其他树木受到镍瑞达铝业严重污

染，大片枯死。

调查核实情况：经 查 ，该 举 报 不 属 实 。
该 举 报 件 与 6 月 11 日 第 10 批
D410000201806110022批转信访举报件内容
一样，为重复举报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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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批公示。

处理及整改情况：无。
问责情况：无。
七十三、焦作市孟州市 D410000201806190038/

D410000201806190036
反映情况：焦作市孟州市南庄镇田寺村十

四组居民区内有一家王居明烫皮厂，生产噪声

扰民，粉尘污染严重。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该举报属实。
经调查，孟州市王居明烫皮厂位于孟州市

南庄镇田寺村，建设年烫皮 20万张项目，根据
清理整顿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有关规定，该厂办
理了《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该厂厂区东侧
为生产车间和办公区，西侧为仓库。主要生产
工艺为外购的羊毛皮烫皮、剪毛后成品入库，主
要生产设备为4台烫皮机、4台剪毛机，布置在厂
区东侧厂房内，厂房最北侧依次摆放 4台烫皮
机，南侧依次摆放4台剪毛机。项目生产过程中
产生污染物主要为粉尘和噪声。该厂界东侧、北
侧为农田，南侧为空院，西侧紧邻马路，路对面
为居民区，主要生产设备距离居民区约50米。

2018 年 6 月 21 日，孟州市环境保护局对
该厂进行现场检查时，该厂正在生产，车间内
产生的羊毛屑等粉尘利用工业吸尘器清扫收
集，厂区地面有羊毛屑撒落，卫生较差。对该
厂厂界四周进行噪声监测，结果显示临路的西
厂界数据为 55.3dB，南厂界数据为 53.5dB，东
厂界最高数据为 62.5dB，北厂界最高数据为
61.4dB，部分数据超过《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要求。

处理及整改情况：针对该厂部分厂界噪声
超标的情况，孟州市环境保护局已下达了责令
（限期）改正通知书（孟罚责改〔2018〕第 N045
号），要求该厂立即停产整改。该厂距离居民区
较近，为避免对周围居民造成不良影响，加之生
产经营状况不佳，该厂负责人已决定转产。目
前，该厂已将生产设备拆除，拆除后场地作为一
般仓库使用。

问责情况：无。
七十四、焦作市修武县 D410000201806190043
反映情况：焦作市修武县郇封镇焦庄村南

地有个商混站，后台老板是环保局的工作人员，

周围所有的厂都关停了，只有这个商混站还在生

产，厂内打石子扬尘污染严重，平时石子是 30多

元一吨，现在只有他一家，石子卖到 80元一吨。

调查核实情况：
（一）关于“焦作市修武县郇封镇焦庄村南

地有个商混站，后台老板是环保局的工作人员”
问题。

经查，该举报不属实。
举报中所称“焦庄村南地有个商混站”应

为修武县博奥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 张 永 庆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10821MA44D31F6H。该企业共有两个项
目，一是年产30万吨建筑垃圾再生骨料石料项
目，修武县发展改革委于2017年 3月 24日备案
确认（项目编号：豫焦修武环保〔2017〕05649），
修武县环境保护局于 2017年 6月 30日对该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修环评表字〔2017〕32
号），该项目于 2017年 7月开工建设，2018年 4
月投入生产；二是年产60万立方米商品混凝土
项目，修武县发展改革委于2017年 8月 18日备
案 确 认（项 目 编 号 ：豫 焦 修 武 制 造〔2017〕
26879），修武县环境保护局于 2017 年 8月 31
日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修环评表字
〔2017〕56号），该项目于2017年 9月开工建设，
2018年 4月投入生产。因年产 60万立方米商
品混凝土项目为年产 30万吨建筑垃圾再生骨

料石料项目的扩建项目，破碎、筛选工段两个项
目共用。主要污染防治设施为两台 MC—450
袋式除尘器+15米烟囱。

经修武县监察委员会专项调查，未发现县
环保局工作人员入股或参与修武县博奥新型建
材有限公司经营活动。

（二）关于“周围所有的厂都关停了，只有这
个商混站还在生产”问题。

经查，该举报不属实。
修武县辖区内共有商混站4家，分别为：焦

作亿达砼业有限公司（原为修武县建新砼业有
限公司）、焦作石龙混凝土有限公司、河南鹏建
混凝土有限公司、修武县博奥新型建材有限公
司。2017年 11月份之前建成并投入生产的焦
作亿达砼业有限公司、焦作石龙混凝土有限公
司、河南鹏建混凝土有限公司 3 家商混站在
2017年 11月至 2018年 3月期间按照《修武县
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17年修订版）》（修政
办〔2017〕106 号）执行，发布重污染天气红色
（Ι级）、橙色（Ⅱ级）、黄色（Ⅲ级）预警时应急响
应措施为停产。2018年 4月份以来，因焦作市
未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故修武县管理部门（修
武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对 4家商混站未下达任
何停产通知。4家商混站 4月份以来因特殊情
况出现过停产现象，其中焦作亿达砼业有限公
司 4月份以来全面停产，主要原因为砂石无库
存；河南鹏建混凝土有限公司 4月份以来共停
产 16天，主要原因为原材料不足和高考；焦作
石龙混凝土有限公司4月份以来共停产5天，主
要原因为无原材料和高考；修武县博奥新型建
材有限公司自4月 20日投入生产以来共停产2
天，主要原因为高考。

（三）关于“厂内打石子扬尘污染严重”问
题。

经查，该举报不属实。
2018年 6月 21日，修武县专案组成员现场

核查时，该厂由于破碎、筛选工段生产设备检修
处于停产状态，配套的两台MC—450袋式除尘
器停运。厂区道路存在物料抛撒积尘现象，密
闭的 1750㎡破碎、筛选车间内积尘较多。按照
修武县环境保护局“非在线监控企业每季度自
行监测1次”的要求，修武县博奥新型建材有限
公司于 2018年 5月 28日委托河南博思霖检测
有限公司进行监测，监测报告显示主要污染物
颗粒物达标排放。

（四）关于“平时石子是 30多元一吨，现在
只有他一家，石子卖到80元一吨”问题。

经查，该举报不属实。
为加大北山环境整治力度，2016年 7月底

修武县将辖区内的北部山区采石厂全部取缔，
商混站所用石料均从外地购入，造成生产所用
原料紧张，4家商混站在经营过程中均不对外销
售石子，商混料随行就市，价格自然上涨，属市
场行为。

处理及整改情况：针对修武县博奥新型建
材有限公司存在的厂区道路物料抛撒积尘现象
和破碎、筛选车间内积尘较多产生扬尘污染问
题，2018年 6月 21日，修武县环境监察大队对
其下达监察通知（修环监〔2018〕44号），责令该
公司立即停产整改。目前，该企业已停产到位，
整改核查后方可恢复生产。

问责情况:无。
七十五、焦作市博爱县 D410000201806190071
反映情况：焦作市博爱县拘留所南 300米路

西，文强仓库西 50米，老张回收站院内进行废旧

塑料破碎，泡沫造粒，污水乱排，废气难闻，噪声

扰民。有人检查时就停产，过后就恢复生产。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该举报属实。举报内
容 与 中 央 环 境 保 护 督 察 组 交 办 单
D410000201806080047号信访举报件反映内
容实质一样，为重复举报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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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批第5项公开，不再重复公示。

七十六、焦作市温县 D410000201806190093
反映情况：焦作市温县黄庄镇前崔庄村西，

温鑫纸业有限公司污染地下水，导致整个村庄

无法吃水。造纸厂北边紧邻大河，群众找到了这

个厂向河道排污的暗管，焦作日报公示信息造

假，地下污水输送管道都没有连接，在输送到污

水处理厂之前都已经全部渗入地下，渗坑在厂的

东南角，紧邻居民的吃水井，大量废水渗入地下，

污染水源，希望督察组能现场查看，如果告诉当

地环保部门，这些证据都会被毁掉。温县环保局

不替老百姓办事。群众对公示结果不满意。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该举报件不属实。
（一）企业基本情况
温县温鑫纸业有限公司，位于温县黄庄镇

前崔庄村西，法人代表尚黎明，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10825790621054W，企业性质为有限责
任公司，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机制纸。主要产
品为瓦楞纸、新闻纸、卫生纸等；主要原料为废
纸箱、废旧书报纸等；主要生产设备为燃气锅
炉、碎浆机、造纸机等。主要生产工艺：废纸→
碎浆→洗浆→抄纸→分切→成品。

（二）问题调查情况
1.关于焦作市温县黄庄镇前崔庄村西，温

鑫纸业有限公司污染地下水，导致整个村庄无
法吃水的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温县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于 2017 年 8 月 10 日、2018 年 4 月 13 日、
2018年 6月 11日分别对前崔庄村村委会饮用
水出厂水、末梢水和后崔庄村末梢水进行了水
样采集和分析，各检测22项指标。温县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提供的化验结果分析报告指出，参
照原卫生部颁布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所检水样锰、铜、铅、铁、砷、
镉等重金属不超标，超标项目为氯化物、硫酸
盐、硝酸盐氮、溶解性总固体等，这些超标项目
是地下水自身携带，非污染物指标，所检的氯化
物等理化超标项目，一般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

危害。
2.关于造纸厂北边紧邻大河，群众找到了

这个厂向河道排污的暗管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温县温鑫纸业有限

公司北边隔条路紧邻蚰蜒河，向东与城区引黄
补源渠相通，群众反映的向河道排污的暗管是
该公司厂区内的雨水管道。经近期现场检查，
未发现温鑫纸业有限公司向河道内排放废水
现象。

3.关于地下污水输送管道都没有连接，在
输送到污水处理厂之前都已经全部渗入地下的
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温县温鑫纸业有限
公司向外废水排放管网是温县政府 2008年招
投标项目，厂区围墙外排水管网连接至新洛路
城市管网进入县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后排入
老蟒河。2018年 6月 13日，经温县住建局、县
环保局、黄庄镇政府、前崔庄村委及村民代表联
合对前崔庄村东部分管道点位进行现场开挖查
看，两处开挖点管道之间连接较好，未发现漏水
情况。

4.关于渗坑在厂的东南角，紧邻居民的吃
水井，大量废水渗入地下，污染水源的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温县温鑫纸业有限
公司前身是焦作市三鑫纸业有限公司(法人代
表常红军，工商注册号 4108251000052）与温
县民兴纸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李家福，工商
注册号 410825000015330）。举报人反映的厂
东南角渗坑是 2003年焦作市三鑫纸业有限公
司治理废水所建的厌氧池，该厌氧池2003年至
2009年由焦作市三鑫纸业有限公司与温县民
兴纸业有限公司使用，自 2009 年弃用至今。
2010年温县温鑫纸业有限公司，在制浆过程中
采用循环利用的方式减少废水产生量，未使用
该厌氧池。同时，经温县环保部门现场检查，
未发现温鑫纸业有限公司有废水直排现象。

针对举报人反映问题，温县县政府责成相
关单位严格按照网格化环境监管要求，加大环
境监管力度，切实加强对该企业的环境监管，严
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确保企业各类污染物达
标排放。

处理及整改情况：无。
问责情况：无。
七十七、焦作市孟州市 D410000201806200015
反映情况：焦作市孟州市城伯镇岑村，中央

发改委在电视台新闻报道，群众要无条件统一

安装天然气，但村里要求每户安装交纳 3500元，

认为这个费用不合理。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该举报属实。
经调查，天然气安装工料费，不在政府定价

目录范围内，属于市场调节价，由企业会同建设
部门按照工程预算制定收费标准，并与用户协
商收费。截至目前，孟州市未收到关于群众无
条件安装天然气相关政策文件。

2018年 5月 15日，孟州市高远天然气公司
作为孟州市目前唯一的特许经营的天然气公
司，与城伯镇岑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天然气利
用工程开户安装协议》，协议中约定每户安装工
料费为3300元。因村内空闲宅基地较多，主管
道铺设及入户管道顶杆需由村内集体承担，经
村三委研究，另对每户加收 200 元，用于空院
户、沟边及难于架空管道路段钻孔的材料和人
工费用，待工程完工后，多退少补。

处理及整改情况：无
问责情况：无
七十八、焦作市温县 D410000201806200017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焦作市温县黄庄

镇前崔庄村，村内有温县温鑫纸业有限公司，之

前投诉过，6 月 13 号温县人民政府第 8 批公示信

息存在造假表面整改。对公示结果不满意。央

视频道登录虚假信息。1.村里 22 亩耕地被温县

温鑫纸业有限公司存放废水污水池，地里有两

眼水井。也没有温县环保局说的防渗措施。2.

温县环保局给督察组回复结果都是虚假的。里

面说的三星纸业与温鑫纸业法人是父子关系。

3.温县温鑫纸业有限公司污水没有经过任何处

理排放市政污水管网。国家明文规定没有经过

处理、不达标的污水，不能排入城市污水管网。

但温县有关部门与温鑫纸业有限公司同流合

污。4.回复结果欺上瞒下敷衍整改。5.超范围

经营，收废书。里面含铅超标。6.希望督察组

实地考察。7.环保局想把两眼水井填埋。对公

示结果不满意。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该举报件不属实。
（一）企业基本情况
温县温鑫纸业有限公司，位于温县黄庄镇

前崔庄村西，法人代表尚黎明，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10825790621054W，企业性质:有限责
任公司，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机制纸。主要产品
为瓦楞纸、新闻纸、卫生纸等；主要原料为废纸
箱、废旧书报纸等；主要生产设备为燃气锅炉、
碎浆机、造纸机等；主要生产工艺：废纸→碎浆
→洗浆→抄纸→分切→成品。

（二）问题调查情况
1.关于村里22亩耕地被温县温鑫纸业有限

公司存放废水污水池，地里有两眼水井。也没
有温县环保局说的防渗措施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温县温鑫纸业有限
公司前身是焦作市三鑫纸业有限公司(法人代
表常红军，工商注册号 4108251000052）与温
县民兴纸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李家福，工商
注册号 410825000015330）。举报人反映的
22亩耕地存放废水污水池是 2003年焦作市三
鑫纸业有限公司治理废水所建的厌氧池，该厌
氧池 2003 年至 2009 年由焦作市三鑫纸业有
限公司与温县民兴纸业有限公司使用，自
2009年弃用至今。2010年温县温鑫纸业有限
公司在制浆过程中采用循环利用的方式，减少
废水产生量等，未使用该厌氧池。同时，经温

县环保部门现场检查，未发现温鑫纸业有限公
司使用该厌氧池排放废水现象。通过现场核
实该废弃厌氧池内有一眼废井，废井周围建设
有高 3米左右砖混结构墙体，井口有混凝土结
构封堵。

2.关于温县环保局给督察组回复结果都是
虚假的。里面说的三星纸业与温鑫纸业法人是
父子关系的问题。

经查，该举报不属实。举报人里面说的三
星纸业应是焦作市三鑫纸业有限公司，法人代
表为常红军，工商注册号为 4108251000052；
温县温鑫纸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为尚黎明，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825790621054W，并
非父子关系。

3.关于温县温鑫纸业有限公司污水没有经
过任何处理排放市政污水管网。国家明文规定
没有经过处理不达标的污水，不能排入城市污
水管网。但温县有关部门与温鑫纸业有限公司
同流合污的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温县温鑫纸业有限
公司生产废水经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处理
工艺为 A/O法），排入城市管网后进入温县污
水处理厂。废水经 A/O 法处理后出水水质可
以满足温县污水处理厂收水标准。温县环保部
门在该公司厂区治污工程废水总排口设置有自
动在线监控装置，并与上级环保部门联网，对该
公司的污水排放情况实施实时监管。从温县监
控中心调阅该公司废水排放数据，未发现废水
超标排放情况。

4.关于超范围经营，收废书，里面含铅超标
的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根据温县温鑫纸业
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再生纸项目现状环境影
响评估报告》，该公司的主要原料为废旧书本、
纸箱等，其产品为再生纸，经现场检查，该公司
生产工艺符合《项目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要
求，产品不存在超范围经营问题。

5.关于环保局想把两眼水井填埋的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2018年 6月 16日 17

时 50分，温县县政府组织温县纪委、公安局、农
林局、国土局、环保局、黄庄镇政府、前崔庄村委
干部及村民代表，联合对温县温鑫纸业有限公
司南废弃的厌氧池内废井，进行现场寻找开
挖。在前崔庄村干部和村民的指认下，先在一
处进行了开挖，未发现下边有井，后又更换了位
置进行开挖，开挖后发现一眼废井，废井周围有
砖砌的围墙，井口被混凝土封堵，井管内有砖块
等填充物料。因在开挖过程中对废井周边防渗
层造成破坏，为防止周边土壤因雨水冲刷流入
废井中，从而影响地下水水质，经现场指挥人员
研究，决定对废井口周边进行防渗处理后再回
填，但遭到前崔庄村民阻挡，防渗回填等措施未
能实施。

针对举报人反映问题，温县县政府责成相
关部门严格按照网格化环境监管要求，加大环
境监管力度，切实加强对该企业的环境监管，严
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确保企业各类污染物达
标排放。

处理及整改情况：无
问责情况：无
七十九、焦作市博爱县 X410000201806190029
反映情况：焦作市博爱县县城中心，鸿昌区

北关街有臭水坑，垃圾堆三亩之大。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该举报属实。
反映问题一：鸿昌区北关街有臭水坑。经

查，该举报部分属实。
信访人反映的应是宏基公司遗留的拆迁

工程建设区域。2014 年该工程桩基开挖后，
因有 3户拆迁户补偿要求过高未能按期施工，
桩基坑内积水由雨水形成，面积约为 10 平方
米，现场核实无臭味，周边没有发现生活污水
排放问题。该举报部分属实，是水坑但不是臭
水坑。

反映问题二：垃圾堆三亩之大。经查，该举
报不属实。水坑上方地面有少许建筑废弃物，
现状是推平的，没有三亩之大的垃圾堆。

处理及整改情况：
6月 24日下午已用钩机填平水坑，6月 25

日至 26日打围挡把桩基水坑区域围起来，防止
污染，安排专人看守。

问责情况：无
八十、焦作市博爱县 X410000201806190047
反映情况：焦作市博爱县博山镇有两个污

染小作坊，先后向县政府反映三次无果。1、博

山镇镇政府东部新建电厂后边往北有个碳素

厂，2、原柏岭社水泥厂（早已废弃的厂），非法加

工矿产品。以上两个非法加工厂的原料均由博

爱和修武境内私挖滥采取得，仍在使用燃煤加

工生产。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该举报属实。6月 21
日，博爱县环保局、国土局、柏山镇组织调查人
员对信访举报问题进行调查落实。1.博山镇镇
政府东部新建电厂后边往北有个碳素厂应为柏
山镇老镇政府东华润电厂北河南恒裕碳素有限
公司；2.原柏岭社水泥厂（早已废弃的厂）应为
原柏山公社水泥厂（已废弃），院内有一个企业
为博爱县鸿源实业有限公司。两个企业均有环
评手续，为河南恒裕碳素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
预焙阳极扩建项目和博爱县鸿源实业有限公司
年产 8万吨净水材料项目。其中河南恒裕碳素
有限公司年产 10 万吨预焙阳极扩建项目在
2007年 9月 30日以豫环审〔2007〕248号进行
批复，在 2017年 4月 13日以豫环函〔2017〕79
号验收；博爱县鸿源实业有限公司年产 8万吨
净水材料项目在 2016 年 10 月 17 日以博环审
〔2016〕8号批复。

（一）举报称“以上两个非法加工厂的原料
均由博爱和修武境内私挖滥采取得。”

经查，该举报不属实。
（下转第十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