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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石头车、拉石子车造成道路扬尘，碎石子

沿路抛撒。滑县交通运输局按照滑县环境污染
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安排，组织人
员对该县主要道路进行 24小时不间断执法巡
查，严查超限超载、抛撒漏等违法行为及道路扬
尘问题。滑县交通运输局在执法巡查过程中没
有发现拉石头车、拉石子车造成道路扬尘、碎石
子沿路抛撒的问题，另外信访人所反映的石料
厂近几个月都处于停产状态。信访人反映情况
不属实。滑县交通运输局调查证明附后。

处理及整改情况：由于该厂近几个月都处
于停产状态，信访人反映情况不属实，所以不予
处理。

问责情况：无。
三十八、安阳市汤阴县 D410000201806190042
反映情况：汤阴县瓦岗乡大江窑村浚县跟

汤阴县交界处，一个停车场里面的化工厂地下

埋着两个气罐生产燃料，气味难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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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410000201806180013号信访举报件反映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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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批第37项公开，不再重复公示。

三十九、安阳市殷都区 D410000201806190029
反映情况：安阳市殷都区安丰乡韩家寨村

有家养牛场（150头），气味难闻，粪便乱排。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核实，信访人反映的
情况部分属实。经排查，安丰乡韩家寨村养牛
户 28户，养牛 356头，其中数量最多的 1户 47
头，其他养牛户均在1头至46头不等，属于养殖
专业户或家庭散养户，未发现有 150头规模养
牛场。部分养牛户粪便露天存放、粪便乱排，举
报人反映的情况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1.责令安丰乡政府监督
该村所有养牛户清理场区内外粪污，石灰消毒
除味，消除污染。该村养牛户已于 6月 23日下
午整改到位。

2.监督该村 11家规模在 10头以上养牛专
业户，在7月20日前按照防雨、防渗、防溢的“三
防”要求，建设与规模相适应的粪污存储设施，
粪便经无害化处理后及时还田利用。对于1头
至 2头庭院养殖的散养户，要求粪污日产日清，
还田利用，消除异味。

3.进一步强化辖区养殖场户的粪污治理工
作。对全区范围内养殖场户开展全面排查和集
中整治行动，及时发现和处理问题，要求所有养
殖场户定期清理粪污、消除异味，并根据不同规
模要求，建设相应粪污贮存设施，经无害化处理
后就近还田利用。

问责情况：1.对韩家寨村包村干部张军峰
予以诫勉谈话。

2.对韩家寨村网格员韩福生予以扣除 3个
月工资处罚。

四十、安阳市殷都区 D410000201806190090
反映情况：位于殷都区许家沟乡西子针村

的安阳中联水泥公司距离村民住宅很近，噪声

扰民，粉尘污染，希望督察组能实地检查。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信访人反映的问题部
分属实。

1.反映公司距离居民住宅很近的问题属
实。该公司根据环评批复和数据监测结果，对
噪声扰民问题在建设时同步解决。2011 年 4
月，对涉及的93户群众全部协议搬迁。

2.反映噪声扰民问题不属实。该公司采取了
基础减震、围护结构、吸音材料、隔音墙、消音器等
降噪措施。2016年以来，第三方的噪声监测结果
均不超标。接到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
关于安阳中联水泥公司噪声扰民问题的信访件
后，安阳县环境监测站于6月5日凌晨对该公司
厂界噪声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不超标。

3.反映粉尘污染问题不属实。2017年，该
公司按照安阳市重点行业工业大气污染深度治
理工作要求，完成环保升级改造，并取得排污许
可证。2018年 6月 10日，相关部门对该公司粉
尘排放进行监测，监测结果不超标。该公司
2016年以来的在线监控数据均未超标。

问责情况：无。
四十一、安阳市林州市 X410000201806190007
反映情况：林州市横水镇涧西村西头，正

在进行建筑施工的安林商城没有规划、审批、

施工许可证及环评，挖掘机、装载机、搅拌机施

工期间没有防尘设施、没有安全设施，3 栋楼正

在施工。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反映问题属实。信
访人反映的安林商贸城位于林州市横水镇涧西
村村北约 200米，新建工地位于安林商贸城东
南，占地面积约 500平方米。6月 20日现场检
查时发现，该工地已经建成总长约40米、高2米
的四面砖墙，未办理任何规划建设手续，属违章
建筑，并且存在物料未完全覆盖等抑尘措施不
到位问题。

处理及整改情况：林州市相关部门于 6月
20日对该工地违章建筑进行了全部拆除，并对
拆除物料进行了全覆盖。

问责情况：1.对横水镇党委副书记、人大主
席常海宝进行约谈。2.给予横水镇涧西村党支
部书记纪卫东党内警告处分。

四十二、安阳市林州市 X410000201806190021
反映情况：安阳市林州市县城北3公里处安阳

顺达铝制品厂，无环评、无排污许可证、无生产许可

证，非法排污近20年，污染地下水，污染河流。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反映问题不属实。
安阳市顺达铝制品厂环保手续齐全，不锈钢制
品工段、铝制品工段均按照环评要求安装污染
防治设施。该企业废水为铝制品清洗工序废
水，废水通过隔油池隔油、8个沉淀池沉淀中和
后，再经pH测定仪测定，测定结果为中性后排
放。6月 19日、22日，林州市环保部门执法人
员对该企业进行了现场检查，由于夏收原因，该

企业工人放假，处于停产状态。
处理及整改情况：6月 22日，林州市环境监

测站对该企业厂内地下机井、该企业东北纪家庄
村两户村民自备地下水井进行了取样监测。监
测结果显示，地下机井水质均达到地下水质量标
准（GB/T 14848-2017）三类水质标准。下一
步，该公司恢复生产后，林州市将第一时间对其
外排废水进行监测，根据监测结果进行处理。

问责情况：无。
四十三、安阳市林州市 D410000201806190069
反映情况：林州市河顺镇官庄村党支部书

记有一个养猪场，粪便污水随意排放造成地下

水污染。周围村的养殖场都已关停，官庄村的

为什么不关停。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反映问题部分属
实。河顺镇官庄村党支部书记郭贵成有一个养
猪场，位于村南，存栏 400余头，属禁养区。去
年建成化粪池、储粪场、雨水分流等粪便收集处
理设施，检查时未发现污水随意排放现象。

处理及整改情况：根据《林州市畜禽养殖禁
养区划分方案》，林州市决定对郭贵成的养猪场
进行关闭、取缔。截至6月23日，该养猪场的所
有猪已全部转移出售，关闭、取缔到位。

问责情况：1.对河顺镇党委委员、副镇长牛
振华进行约谈。2.给予官庄村党支部书记郭贵
成党内警告处分。

四十四、安阳市林州市 D410000201806200002
反映情况：林州市东姚镇东姚村 19组，养殖

场距离诉求人住宅只有 1米，蚊蝇多，气味难闻。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反映问题属实。信访
人反映，东姚村韩家庄自然村养殖场有 6个，其
中，养猪场 5个、存栏 265头，养羊场 1个、存栏
130头，均属禁养区，存在蚊蝇多、气味难闻问题。

处理及整改情况：根据《林州市畜禽养殖禁
养区划分方案》，林州市决定对 6家养殖场进行
关闭、取缔，确保今年 7月 25日前全部关闭、取
缔到位。

问责情况：1.对东姚镇人大主席团主席方
海峰进行约谈。2.给予东姚村党支部书记苗才
生党内警告处分。

四十五、安阳市林州市 X410000201806190037
反映情况：林州市横水镇涧西村西头，正在

建筑施工的安林商城没有规划、没有审批、没有

施工许可证、没有环评，施工期间，没防尘设施、

没安全设施，总之什么都没有，三栋楼正在施工。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反映问题基本属
实。信访人反映的安林商城位于林州市横水镇
涧西村村北约 200米处，新建工地位于安林商
贸城东南，占地面积约500平方米，已建成总长
约40米、高2米的四面砖墙，未办理任何规划建
设手续，属违章建筑，存在物料未完全覆盖等抑
尘措施不到位问题。

处理及整改情况：6月 19日，林州市接到中
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公示第二十批
受理编号为X410000201806190007的转办信
访件，已于 6月 20日对该工地违章建筑进行了
拆除，并对拆除物料进行了全部覆盖。

问责情况：1.对横水镇党委副书记、人大主
席团主席常海宝进行约谈。2.给予横水镇涧西
村党支部书记纪卫东党内警告处分。

四十六、安阳市林州市 D410000201806190054(*)
反映情况：林州市茶店镇郝家窑村西边，有

20 多个养猪场，紧邻湘河。养猪场的化粪池建

在河道内，化粪池未按标准建设，四周和底部都

未硬化，粪便废水渗入湘河内，污染饮用水。村

民要求化验的时候，村干部拿一瓶矿泉水去化

验。因为现在检查严格，村干部让养殖户每天

把粪便拉到金环沟，下雨天粪便、废水还是流入

湘河。村内苍蝇满天飞，臭气熏天，污染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反映问题部分属
实。茶店镇郝家窑村共有畜禽养殖场17个，集
中在村西湘河南岸，属于禁养区，存在村内苍蝇较
多及臭味污染问题。在2016年的畜禽养殖整治
中，茶店镇铺设管网将17个养殖场的粪便集中收
集到湘河河道南侧的化粪池（该化粪池为2012年
修建的沼气池配套设施，用砖、石头、水泥修建，未
做严格的防渗处理）进行厌氧发酵处理，之后运到
农田施肥还田，其中大部分运到金环沟（该村西南
约 1000米，有土地 320亩，主要种植核桃等果
树）。经现场查看，下雨天，还田后的粪便不会流
入湘河。2015年6月，该村村委会为了解地下机
井饮用水水质情况，曾用矿泉水瓶盛装机井水水
样送检（因容器不规范，未受理后改为玻璃瓶盛装
送检），不存在送检矿泉水问题。

处理及整改情况：根据《林州市畜禽养殖禁
养区划分方案》，林州市决定在 8月 20日之前，
对郝家窑村的17个养殖场取缔、关闭到位并拆
除河道内的化粪池。6月 23日，林州市环境监
测站对郝家窑村地下饮用机井水进行了取样监
测，监测结果达标。

问责情况：1.对茶店镇综治办副主任元威
进行约谈。2.给予茶店镇郝家窑村党支部书记
郝玉昌党内警告处分。

四十七、安阳市龙安区 X410000201806200003
反映情况：安阳市岷山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是以炼铅和制酸为主的私营企业，对周边环境造成

严重污染，烟囱冒浓烟，气味刺鼻，厂区西北角地下

深埋大量从高炉分解出的类似白灰膏的有害污染

物，曾向环保部门多次投诉，最后不了了之。

调查核实情况：
（一）关于“对周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烟囱

冒浓烟，气味刺鼻”问题，经查，烟囱排放烟气的
颜色为白色，未发现信访人说的烟囱冒浓烟，气
味刺鼻现象。2018年 6月 21日至 22日，龙安
区环保局委托河南益民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对该
公司排放的废气进行监测，监测数据达标。信
访人反映的问题内容不属实。

（二）关于“厂区西北角地下深埋大量高炉
里分解出的类似白灰膏的有害污染物，曾向环
保部门多次投诉，最后不了了之”问题，经查，信
访人反映的问题属实。从高炉分解出的类似白

灰膏的物质，是在冶炼过程中烟化炉产生的白
色含锌烟尘，实际为次氧化锌，含锌 60%左右，
作为提取锌的产品原料使用，部分作为脱硫剂使
用，产生的白色膏状亚硫酸锌作为产品原料使
用，没有外排现象。2018年6月21日，龙安区环
保局对该公司厂区西北角4个地点取样，根据不
同点位、不同深度、不同土层共取21个样本，委
托河南益民环境监测有限公司检测化验。

处理及整改情况：土壤取样检测化验目前
正处于样本检测中，待检测化验结果出来后视
情节对该公司依法依规处理。龙安区委、区政
府责成龙安区环保局、马投涧镇镇政府加强对
该公司进行日常环保监管，严格执法。

问责情况：无。
四十八、鹤壁市浚县 D410000201806220030
反映情况：鹤壁市浚县善堂镇迎阳铺村要

建一个垃圾填埋场。环评作假，村民受到恐吓

不让耕种基本农田，村民环评报告都是代签。

县环保局调查，没有去找被恐吓的人，直接把回

复结果登报。对公示结果不满意。

调查核实情况：反映要建的浚县迎阳铺城
市生活垃圾处理场位于浚县迎阳铺村东南 1.1
公里处，占地 242亩，设计日处理 320吨生活垃
圾，设计库容 166.73万立方米。项目建设用地
涉及善堂镇西朱村、中朱村、东朱村、迎阳铺村
四个村庄。1.该项目用地性质为非耕地，已办
理了环评、土地预审等手续，目前项目正在进行
前期准备工作，建设用地由当地村民正常耕
种。2.2014年由河南省正大环境科技咨询工程
有限公司组织开展第一次环评，公众参与。经
鹤壁市环保局调查，公众参与环节存在个别代
签现象，已责令重新开展。3.经调查，善堂镇派
出所接到举报，反映信访人在村内挂宣传条幅、
放电影等，以不当形式宣传迎阳铺城市生活垃
圾处理场是高污染项目，善堂镇派出所依法对
信访当事人进行了训诫。6月 26日，浚县联合
调查组到善堂镇派出所了解情况，根据当时询
问笔录及视频资料，未发现恐吓情况。4.联合
调查组积极与信访人沟通，经电话联系，信访人
拒绝和调查组见面，电话中也未表示对公示结
果不满意。

处理及整改情况：一是成立工作专班，由浚
县主管环保副县长牵头，成员由县发改、国土、
住建、环保、城管等部门及善堂镇等单位负责同
志组成，全力做好垃圾处理场信访问题核查与
群众思想工作。二是迅速与村两委干部及信访
人见面，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和诉求，根据客观事
实，及时为信访人答疑解惑，坚决不能出现言语
过激行为。三是对垃圾处理场各个环节进行全
面梳理核查，在各项程序没有依法依规进行完
毕之前，不能进地。四是由浚县城管局局长脱
离机关工作，于 2018年 5月 2日带队进驻善堂
镇，依法依规开展环评公众参与调查，目前善堂
镇中西朱村、中朱村、东朱村的公众参与工作已
完成，善堂镇迎阳铺村的公众参与工作正在进
行。五是对全县公共事业项目举一反三，全面
进行梳理排查，确保各项目严格按照程序操作，
满足群众合法诉求。

问责情况：无。
四十九、济源市 X410000201806200020（*）
反映情况：河南巨力钢丝绳制造有限公司

不顾及职工健康，中间工序和小拉车间的拉丝

金属粉尘污染、噪声超标。

调查核实情况：6月 22日至 25日，环保部
门对该公司进行调查，根据举报内容，经核实，
公司成立由总经理任组长的职业病防治工作机
构,设立职业健康部,配备了 2名职业卫生健康
监督员；制定职业健康卫生管理制度，对员工进
行了岗前、岗中职业健康体检。针对拉丝工段
相对容易产生粉尘的实际，公司已在 1台拉丝
机上加装了布袋式除尘器，同时已经安排对除
尘器进行进一步考察选型,预计 1个月左右时
间，所有拉丝机将全部安装除尘器。由第三方
管理咨询单位出具的《河南巨力钢丝绳制造有
限公司拉丝车间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报告》显
示，该公司拉丝车间的粉尘和噪声两项均不超
标。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下一步，我市将严格对照
标准，督促企业严格落实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
切实保障劳动者的职业安全健康。

问责情况：无。
五十、济源市 X410000201806200060（*）
反映情况：济源市思礼镇城岸村南的几家

选矿厂离村太近，没有合法的土地手续，环境污

染问题突出。

调查核实情况：6月 22日至 27日，市有关
部门对群众反映的几家选矿厂进行调查，根据
举报内容，经核实，这几家选矿企业分别是，百
诺矿业有限公司、大地环保废物处理厂、全升再
生资源加工厂、信营选矿厂，现场检查时4家企
业均处于停产状态，且企业集水池水样超标，至
今未完善用地手续。其中，百诺矿业至信营选
矿厂门口路面泥泞、扬尘污染明显。现场检查
还发现，大地环保废物处理厂的堆场未采取防
流失和防渗漏措施，物料棚未全部密闭，物料覆
盖不完全，设备及地面明显有积尘，未采取严密
围挡及洒水等措施。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对百诺矿业有限公司和
大地环保废物处理厂的污染物超标问题，市环
保局已立案查处，同时责令 4家企业限期进行
污染治理、物料堆放整改和运输线路整治。对4
家企业的违法占地问题，市国土资源局也已立
案查处。4家企业已递交整改方案，开始整改。

下一步，我市将进一步压实属地监管责任，
全面强化企业的污染管控，督促企业高标准建设
环保设施，落实整治任务，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问责情况：无。
五十一、济源市 D410000201806200089
反映情况：济源市克井镇佃头村养鸡场的

活鸡被清理取缔后，养殖设备能否得到补偿。

调查核实情况：6月 23日，市有关部门对群

众反映问题进行调查，根据举报内容，经核实，
该养鸡场为2017年我市禁养区需取缔的对象，
是省政府 2017年确定的十大民生涉牧项目涉
及我市11家需要关停的养殖场之一，并最终通
过省市两级验收。根据规定，2017年我市禁养
区进行取缔后对养殖户的畜禽活口给予补偿，
设备不在补偿范围之内。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我市将举一反三，加大政
策宣传力度，做好群众思想工作，以取得群众的
理解和支持。

问责情况：无。
五十二、济源市 X410000201806210047/

X410000201806210048
经查，该举报属实。举报内容与中央环境

保护督察组交办单X410000201806170027和
X4100002018061700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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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批第87项公开，不再重复公示。

五十三、濮阳市范县 D410000201806180011
反映情况：濮阳市范县辛庄镇盆窑村，基本

农田里的土被村支书王建设拉走卖钱，现在种

不成庄稼。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该举报材料所述问题
不属实。信访人反映的问题归属辛庄镇盆窑
村，村党支部书记为王建设，其反映的地块位于
辛庄镇盆窑村南，属于辛庄镇盆窑村集体土地，
是村民王丙锁、王建彬和贾庆彪的承包土地。
该地块是因土地高低不平，无法种植农作物而
进行土地平整行为，辛庄镇政府已授权盆窑村
进行土地平整，与村支书王建设本人无关，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不
存在取土卖钱或其他不正当金钱交易现象。

处理及整改情况：范县国土局已函告辛庄
镇人民政府，督促其马上整改恢复耕种。目前，
平整后的土地已进行了农作物耕种。

问责情况：无。
五十四、濮阳市清丰县 D410000201806180028（*）
反映情况：濮阳市清丰县柳格镇夏固村，清

丰县南环路不到 1 公里的天一建材，距离柳格

镇夏固村 800 米，生产中粉尘污染，影响夏固村

居民生活。2017 年清丰县政府下文取缔，现在

依然在生产。

调查核实情况：濮阳市天一新型建筑材料
有限公司位于清丰县柳格镇老106国道东后士
子元村西，法定代表人袁振普，该项目为年产
40万吨混凝土项目。2018年 6月 19日，清丰县
柳格镇政府和清丰县环保局工作人员对该厂进
行现场调查。经查，2016年 11月该公司通过现
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在政府网站上备案公示，
并制订了抑尘方案，不存在2017年清丰县政府
下文取缔情况。该公司于 2018年 6月 20日委
托河南光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其颗粒物和噪
声进行采样检测，6月 21日出具检测报告结果
显示无组织废气检测分析结果与噪声检测结
果，均符合《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4915—2013）《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12348—2008）的正常范围，不存
在超标排放现象。

处理及整改情况：根据检查情况，清丰县柳
格镇政府和清丰县环保局工作人员要求该公司
严格执行抑尘方案并落实到位，确保达标排放，
最大程度减少对外环境的影响。

问责情况：无。
五十五、濮阳市台前县 X410000201806170038（*）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濮阳市台前县孙

口镇曹家村村民曹智建在村内有一个熔化铝制

造电机外壳的作坊，噪音大，气味难闻，2016 年

环保部门已将其拆除，一个月后安装好重新生

产至今，前几天政府通知他又停产，希望问题得

到长期解决。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该举报材料所述问题
属实。

举报件中所述作坊实为台前县齐飞汽车配
件有限公司。2016年台前县环保局环境监察人
员日常检查中发现该公司正在使用以焦炭为原
料的熔炼设备，立即拆除该设备。2017年 4月，
依据《台前县环境保护污染防治攻坚指挥部办公
室关于印发台前县“小散乱污”企业名单的通
知》，台前县齐飞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列入整改完
善类企业。台前县齐飞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于
2017年 9月委托广州环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编
制《台前县齐飞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年产电机外壳
100万件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安装中频感
应电炉熔炼设备，配套安装静电袋式除尘装置对
熔炼废气进行收集处理，该公司噪声主要来自各
生产设备产生的机械噪声，噪声源位于生产车间
内，采取减震、隔声措施及距离衰减后符合《工业
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类标准值。2018
年 6月 3日台前县环境监察人员日常检查时，发
现该公司擅自改变熔炼设备，将中频感应电炉改
为以焦炭为燃料的熔炼设备，由于焦炭燃烧过程
中产生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而该公司只建有除
尘设施，未建脱硫脱硝设施，故造成周围有难闻
气味且不能达标排放；抛丸机原安装在精品加工
车间东北角 30㎡左右的全密闭车间，用于衰减
噪声，但在检查时发现该公司擅自拆除该全密闭
车间，产生的噪声对周边群众造成影响。

处理及整改情况：台前县环保局依法下达责
令停产通知书，并责令其自行拆除生产设备、清
除原料产品，消除影响。台前县政府责成孙口镇
政府按照“两断三清”标准，依法取缔台前县齐飞
汽车配件有限公司。6月21日，孙口镇政府已按
照“两断三清”标准将该企业全面取缔到位。

问责情况：无。
五十六、新乡市原阳县 D410000201806200065
反映情况：原阳县桑园桥殷寨加油站 310

省道路两边，有多家养猪场，原阳县环保局、畜

牧局对养殖问题弄虚作假，不取缔这些养猪场。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该案件举报部分属
实。“新乡市原阳县桑园桥殷寨加油站310省道

路两边，有多家养猪场”情况属实。“原阳县环保
局、畜牧局对养殖问题弄虚作假，不取缔这些养
猪场”情况不属实。2018年 6月 22日，接中央
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问题督办通知后，原阳
县环保局、农林畜牧局、路寨乡人民政府针对举
报内容，对 310省道桑园桥殷寨加油站路段两
侧进行现场排查。经排查，新乡市原阳县 310
省道桑园桥至殷寨加油站路段两侧共涉及养殖
场10家，分别是：河底铺村的别九胜养猪场、杨
书良养猪场、张战勇养猪场、王新文养猪场、王
文超养鸡场、张合杰养猪场、别五旺养猪场、堵
国安养猪场、苏庄村的苏金庆养猪场、花王村的
王振献养猪场。根据《原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印发原阳县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定方案
的通知》（原政办〔2016〕116号）文件之规定，“省
道310、311公路两侧500米区域内”属于畜禽养
殖限养区范围。“畜禽养殖限养区内是指按照法
律、法规、行政规章等规定，限定畜禽养殖数量，
禁止新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的区域。限养区内
现有畜禽养殖场由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责令限期治理，完善污染处理设施设备、
防雨防渗漏粪便储存设施，其污染物排放不得超
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并达到排放总量
控制的要求。对不按要求在限养区从事畜牧养
殖的，由县环保局给予责令整改或依法进行处
罚；对于无法完成限期治理的，由当地乡（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引导搬迁或与环保部门结合
上报上一级政府启动关闭程序”。上述10家养
殖场均在畜禽养殖限养区范围内，其中6家因行
情问题不再从事养殖，已自行拆除，剩余4家已
按要求整改到位，不属于取缔范畴。

处理及整改情况：2018年 6月 10日，路寨
乡人民政府已对 310省道两侧 6家正在经营的
养殖场逐一下达了整改通知书。对停止经营
的，引导其拆除。截至 2018年 6月 25日，已拆
除 6 家养猪场，分别是：河底铺村别五旺养猪
场、别九胜养猪场、王新文养猪场、张占勇养猪
场以及花王村王振献养猪场已经全部拆除，河
底铺村杨书良养猪场已经拆除猪舍内部设施，
不具备饲养条件，房屋准备种植蘑菇使用。剩
余 4家养殖场已按要求整改到位，分别是花王
村王文超养鸡场、河底铺村张合杰养猪场、河底
铺村堵国安养猪场、苏庄村苏金庆养猪场。关
于“原阳县环保局、畜牧局对养殖问题弄虚作
假”问题原阳县纪委已立案，目前正在调查。

问责情况：无。
五十七、新乡市市辖区 D410000201806210039
反映情况：新乡市共产主义渠环宇桥和共

产 主 义 桥 之 间 的 河 段 多 年 无 人 清 理 ，垃 圾 乱

倒。新乡卫河上游南高村橡皮坝上游垃圾遍

地，水质发臭多年无人清理。来检查时当地政

府弄虚作假，假整改。

调查核实情况：1.共产主义渠环宇桥和共
产主义桥之间的河段桥头路口有垃圾乱倒现象
属实，卫河高村橡皮坝上游漂浮物主要为浮萍
和零星垃圾的混合物，水质发臭现象存在，卫
河、共产主义渠多年未清淤。2.“来检查时当地
政府弄虚作假、假整改”问题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1.加快推进卫河、共产主
义渠综合治理工程的实施；2.按照全面推行河
长制工作要求，根据“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
则，责成流域内辖区政府研究建立加强河道管
护长效机制，切实履行管河、护河、治河的职责；
河道主管部门要加强督导检查，发现问题及时
采取措施，按照有关程序加以整改，达到“河畅、
水清、岸绿、景美”的目标。

问责情况：对郭磊志、刘永巨、李金岭、张红
付、吕福喜、李跃全、段德强等 7名村干部进行
约谈。

五十八、新乡市延津县 X410000201806210012
反映情况：新乡市延津县胙城乡袁庄村村

南，太平洋公司施工的平原路东延工程，没有防

尘设施，不做土面防尘网覆盖，扬尘满天飞，污

染空气，污染农作物，一到起风天尘土飞扬。给

县市两级环保部门打电话，一直得不到解决。

调查核实情况：经核查，举报情况属实。该
工地建筑渣土未全面覆盖，部分黄土裸露。

处理及整改情况：工地已覆盖到位，围挡到
位；6月 27日，县扬尘办成员单位综合执法局对
该项目建设工地处以 1万元罚款，现施工单位
已缴纳罚款。

问责情况：无。
五十九、新乡市红旗区 X410000201806170052
反映情况：沿河南科技学院南墙外排污沟

没有封闭，南至红旗区洪门村，北至行政区，粪

便生活污水直接排放到排污沟的问题严重。沿

河南科技学院南外墙排污沟两侧红旗区洪门村

5 个居民小区、河南科技学院、华北石油局茅五

普查大队办公区家居区 30000 多人卫生间粪便

及生活用水通过暗管直接排放到排污沟，2 米宽

的排污沟每天臭气熏天。

调查核实情况：经现场核查，反映情况属
实。此处问题涉及排水沟渠共1134米，排水渠
承担了周边雨水、附近村庄及企事业单位（华北
石油局、科技学院、洪翔社区）居民生活污水的
排污任务，因没有与市政污水管网对接，污水积
存，形成了污水河。此前当地每年进行两次河
内清淤及河内垃圾治理。

处理及整改情况：红旗区已与华北石油局
交涉，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时间表、路线
图。目前，已完成工程招标，签订施工合同，进
入施工阶段，工期 120天，工程造价 800万，总
工期120天，从2018年 5月至8月底完工。

问责情况：无。
六十、新乡市封丘县 D410000201806150059/

D410000201806160006/D410000201806180020/
D410000201806180039/D410000201806190007

反映情况：新乡市封丘县应举镇南邢庄村，

一家煤球厂距离居民区很近，生产噪声扰民，扬

尘污染，多次向封丘县环保局反映，一直未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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