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十三版)
调查核实情况：1.关于“封丘县应举镇南邢

庄村，一家煤球厂距离居民区很近”的问题，情
况属实。2017年 10月该企业向封丘县环保局
报送了《封丘县东坡洁净型煤仓储配送中心年产
洁净型煤20000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并附封丘县环境保护局针对未批先建违法行为
下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封环罚决字〔2017〕第
045号），《封丘县东坡洁净型煤仓储配送中心年
产洁净型煤20000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中确定该项目卫生防护距离为50米，实际情况
为50米卫生防护距离内有2户居民，均位于该型
煤配送中心办公区隔路北侧，鉴于该型煤配送中
心为封丘县科工信委确定的封丘县洁净型煤生
产仓储配送中心六家中的其中一家，属于减少民
用散煤使用民生工程，封丘县环保局于2017年
11月6日对该项目进行了审批，审批文号为封环
表审（〔2017〕30号）。2.关于“生产过程中噪声扰
民”的问题。反映问题与调查情况有出入。6月
18日经封丘县环保局委托长垣县环境监测站对
该型煤配送中心的噪声进行现场监测，并出具的
监测报告（WT-2018-015），监测结果表明厂界
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类标准的要求。3.关于“粉
尘污染”问题。反映问题与调查情况有出入。该
型煤配送中心粉尘治理措施为原料堆放、装卸粉
尘均采取封闭厂房和喷淋抑尘措施，厂区院内设
置有移动式雾炮机降尘设施，进出车辆安装有
车辆冲洗设施。4.关于“多次向封丘县环保局
反映，一直未处理”的问题。反映问题与调查情
况有出入。经调查核实法制信访工作人员和
12369举报热线工作人员，不存在举报人所说的

“多次向封丘县环保局反映，一直未处理”一事。
处理及整改情况：1.2018年 6月 18日，封丘

县环保局对《封丘县东坡洁净型煤仓储配送中心
年产洁净型煤20000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批复文件（封环表审〔2017〕30号）予以撤销；
2.对封丘县环境保护局开发股审批人员通报批
评，并作出书面检查。3.责令该仓储配送中心停
止生产，6月29日前将厂内设备全部拆除到位，原
料全部清除。目前该厂设备、原料正在清理中。

问责情况：对封丘县环保局开发股审批人
员范汪宏通报批评，并作出书面检查。

六十一、新乡市新乡县 X410000201806110017（*）
反映情况：新乡县刘庄企业为了逃避环保监

管，将高污染有害废水用于厂区地面直接灌溉，

采取渗透蒸发的办法解决无法处理的有害废

水。致使高污染有害废水直接渗透地下，严重污

染了周边群众的饮用水，残害了周边村庄群众生

命，特别是刘庄下游死于绝症群众更多。全县企

业污水根本不治理，每年到黄委会购买几千万元

水费，采取稀释办法直接排入孟姜女河中。

调查核实情况：1.经查不属实。群众反映的
新乡县刘庄企业为河南华星药厂，该公司配套建
设有 6万吨/日污水处理站，安装有废水自动在
线监控设施，并与环保部门联网。目前该公司生
产正常，生产废水全部进入华星药厂污水处理站
进行处理后排放，查阅废水排放在线数据显示
2018年5月1日至6月14日无超标数据，检查中
未发现将废水用于地面灌溉的环境违法行为。
2.（1）2018年新乡县废水国、省、市控重点排水企
业17家，均配套建设有污染防治设施，全部安装
有自动在线监测设施，并与国家、省、市监控平台
联网，不存在污水不治理问题；（2）孟姜女河属于
卫河支流，为纳污河流，河道内排放的全部是企
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无天然径流。为改善河道水
质，恢复河道生态功能，根据《河南省辖海河流域
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2017—2019年)要
求，新乡县充分利用水利工程，加强水资源调度
管理，引黄河水进入孟姜女河，以改善卫河新乡
段河流环境质量，确保下游河流水质达标。

处理及整改情况：无。
问责情况：无。
六十二、焦作市博爱县沁阳市 D410000201806190084
反映情况：焦作市博爱县许良镇大辛庄村

支部书记在丹河东岸挖沙取石，旁边的林地遭

到毁坏，生态遭到严重破坏，村支书从中获取暴

利，现在每天晚上还在挖沙卖沙。

调查核实情况：
接到该举报件，我市立即安排博爱县、沁阳

市进行核查。经查，该举报属实。
（一）博爱县调查情况：
经查，该举报属实。
6月21日上午9时，县水利局和许良镇人民政

府组织调查人员对信访举报问题进行调查落实。
该举报件反映“大新庄村支部书记在丹河

东岸挖沙取石”问题。该问题部分属实。经调
查人员沿丹河东岸徒步调查，许良镇境内丹河
河道无挖沙取石现象，在丹河东岸许良镇大新
庄村辖区河段内堆放有一堆砂砾石。经查，大
新庄村村民闪高良曾在这里经营石料厂，该石
料厂于 2016年 6月按照焦作市北山治理要求
已经关闭。该堆砂砾是原石料厂拆除了加工设
备和厂房后遗留下来的。砂石堆长约 4米，高
约 2米，宽约 5米共约 40立方米。接到市里交
办案件后，6月 28日闪高良自行对该砂石堆进
行平整，恢复河滩原貌。反映大新庄村支部书
记赵长礼在丹河东岸挖沙取石情况不存在。

该举报件反映“旁边的林地遭到毁坏、生态
遭到严重破坏情况”。该问题不属实。经调查

人员沿丹河东岸徒步调查，许良镇境内丹河东
岸属于荒滩，没有林地，林地遭到毁坏、生态遭
到严重破坏情况不存在。

该举报件反映“村支书从中获取暴利，现在
每天晚上还在挖沙卖沙”。该问题不属实。经
调查人员沿丹河东岸徒步调查，许良镇境内河
道无挖沙取石现象，村支书从中获取暴利、现在
每天晚上还在挖沙卖沙情况不存在。

（二）沁阳市调查情况：
经查，举报问题属实。
6月 26日，沁阳市国土局、林业局和水利局

到该市境内与博爱县许良镇大新庄村一河之隔的
山王庄镇陈庄村对该段丹河进行详细勘察。陈庄
村在丹河西岸，大新庄村在丹河东岸，该段丹河东
岸绝大多数地方属于博爱县大新庄村，约有4块
土地共计 55亩左右属于沁阳市陈庄村集体土
地。丹河陈庄村段河堤外有堆砂痕迹，砂堆上已
长满青草。经查，2016年博爱大辛庄村民丁小军
与陈庄村委会签订承包协议，承包陈庄村滩地，拟
建鱼塘，2016年开挖，后被沁阳市国土部门发现
并立案调查，2017年7月沁阳市国土部门对丁小
军进行了处罚，罚款33075元，处理后至今未再开
挖鱼坑，现场堆砂属于开挖时的弃渣。除此之外，
未在丹河东岸陈庄村段河道发现有新的“河道内
挖沙、岸上取石、毁坏林地”违法行为。

处理及整改情况：焦作市将进一步加大丹
河巡河频次，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对非法采砂行
为由水利和公安部门予以严厉打击。

问责情况：无。
六十三、焦作市博爱县 D410000201806200110
反映情况：1.吕店村北有家四达铸造厂现

在改名为博爱县民强机械有限公司，在没有取

得环评的情况下私自添加电炉，把已经取缔的 3

家铸造厂归到自己的厂里，每天夜间 12 点—早

上 7点生产，噪音。粉尘大。距离居民区过近。

2.许良镇狄林村新河沿路西，博爱县狄林

永合铸件加工厂，距离居民区过近，在没有取得

环评的情况下私自添加电炉，目前停产状态，7

月 1号后生产。

3.许良镇狄林村大山幼儿园北隔壁，有家

无名小厂，非法刷油漆，没有任何设备，目前停

产状态，7月 1号后生产。

4.许良镇 18 家铸钢厂每天夜间生产，任何

防尘措施也没有。有检查提前得到通知停产，

检查走后继续生产。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该举报内容属实。
2018年 6月 21日，调查人员对信访举报问

题进行调查落实。信访举报件交办单中的焦作
市四达衡器厂、博爱县民强机械加工厂、博爱县

狄林永和铸件加工厂,举报所称的大山幼儿园
北隔壁有家无名小厂(实际名称为焦作市衡器
厂)，均在许良镇辖区，上述企业 2016年均参加
了环保清改工作，经环保整改到位后，通过博爱
县清改领导小组同意备案。许良镇 18家铸钢
厂实为 15家，其中 14家企业 2016年均参加了
环保清改工作，经环保整改到位后，通过博爱县
清改领导小组同意备案，1家企业经环评审批。

（一）该举报件反映“吕店村北有家四达铸
造厂现在改名为博爱县民强机械有限公司，在
没有取得环评的情况下私自添加电炉，把已经
取缔的 3家铸造厂归到自己的厂里，每天夜间
12点至早7点生产，噪音、粉尘大。距离居民区
过近”。经查，该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焦作市四达铸造厂和博爱县民强机械加工
厂在一个院内分两个生产厂区，焦作市四达衡器
厂，主要生产设备冲天炉已拆除，保留部分生产
设备（成型车间、抛丸机），该企业已不再生产。

博爱县民强机械有限公司，主要设备为 4
台中频炉（2用 2备）加装有 2套袋式除尘器，处
理后达标排放（后附监测报告单）。检查中未发
现私自添加中频炉现象，没有将取缔的 3家铸
造厂归到该厂的情况。

企业夜间生产是因电力部门实行分时电
价，企业为节约生产成本晚 12点至早 7点生产
（后附相关文件）。

现场测量卫生防护距离，企业距离最近的
居民点：东 100米、南 100米、西 350米、北 100
米，符合卫生防护距离要求。

经现场监测，企业噪声满足环保要求（后附
监测报告）。

（二）该举报件反映“许良镇狄林村新河沿路
西，博爱县狄林永合铸件加工厂，距离居民区过近，
在没有取得环评的情况下私自添加电炉，目前停产
状态，7月1号后生产”。经查，该举报内容不属实。

1.博爱县狄林永合铸件加工厂，主要设备
为3台 1吨中频炉，加装有3套袋式除尘器处理
后达标排放（后附监测报告单），现场检查该企
业正常生产，未发现私自添加中频炉情况。

2.现场测量卫生防护距离，焦作市博爱县
狄林永合铸件加工厂距离最近的居民点：东
200米、南500米、西200米、北71米，符合卫生
防护距离要求。

（三）该举报件反映“许良镇狄林村大山幼
儿园北隔壁，有家无名小厂，非法刷油漆，没有
任何设备，目前停产状态，7月 1号后生产”。经
查，该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1.博爱县许良镇狄林村大山幼儿园北隔壁
无名小厂为焦作市衡器厂，于2016年参加环保
清改工作，已通过环保备案。

2.该企业喷漆房采用水喷淋+活性炭吸附
后排放。2017年 7月该企业按要求进行了深度
治理，在水喷淋+活性炭吸附的基础上增加了
UV光氧催化设备，尾气经处理后达标排放（后
附监测报告）。因生产厂区老旧，目前该企业已
自行停产，对厂区、生产车间进行提升改造。

（四）该举报件反映“许良镇18家铸钢厂每
天夜间生产，任何防尘措施也没有。有检查提
前得到通知停产，检查走后继续生产”。经查，
该举报部分属实。

1.举报称许良镇18家铸钢厂每天夜间生产。
经查，实际共有铸钢厂15家，其中14家企业均参
加了环保清改工作，经环保整改到位后，通过县清
改领导小组同意备案。因电力部门采取的是分时
电价，企业为节约生产成本晚12点至早7点生产。

另 1家企业为焦作市德润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机房村厂区），于2014年 12月由焦作市环保
局以焦环审〔2015〕25号予以审批，于2016年 8
月通过验收。

2.举报称“任何防尘措施也没有”。经查，博
爱县许良镇15家铸钢厂均有环保治理设施，中
频炉治理设施为集气罩+袋式除尘器、集气罩+
水喷淋除尘+袋式除尘器。水喷淋除尘废水和
中频炉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

3.“有检查提前得到通知停产，检查走后继
续生产。”经查，博爱县许良镇现有15家铸钢厂
的生产和环保设施运行正常，不存在“有检查提
前得到通知停产，检查走后继续生产”的情况。

4.博爱县许良镇15家铸钢厂名单：
焦作市德润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许良村厂区）
焦作市德润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机房村厂区）
博爱县金丰铸件厂
博爱县金业铸造厂
博爱县鑫亿鑫铸造厂
博爱县鼎城机械制造厂
博爱县民强机械有限公司
博爱县鑫豪铸钢有限公司
博爱县鹏华铸钢厂（一厂）
博爱县鹏华铸钢厂（二厂）
博爱县存金铸业有限公司
博爱县鑫茂铸钢厂
博爱县纬五铸钢厂
博爱县东城球墨铸造厂
博爱县狄林永和铸件加工厂
其中，博爱县鼎城机械制造厂因近期升级

改造自行停产，无法监测。
处理及整改情况：下一步，博爱县环保局将

加大对企业的监管力度，确保企业各项污染防
治设施运行正常和达标排放。

问责情况：无。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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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世界行走日（中国）郑州站启动

来和奥运冠军一起健步行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河南队揽19金

摇奖意外怎么办？有应急预案！

本报讯（记者 黄晖）历时9天的全
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6月 29日在天
津奥林匹克中心游泳跳水馆落幕，参
加本次比赛的河南残疾人游泳队表现
出色，共获得19枚金牌、12枚银牌和5
枚铜牌，并打破了两项全国纪录。

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由中国残
联、中国残奥委员会、中国聋人体育协
会主办，是国内最高水平的残疾人游
泳单项赛事。比赛按照运动员的身体
情况分为肢残、盲人、聋人和智力残障
4个大组，每个大组又根据运动员的残
疾程度分为不同的级别。由于今年的

锦标赛同时还是明年全国残运会的资
格赛，因而云集了全国 28支代表队的
474名运动员参赛。

河南残疾人游泳队此次共派出了
28 名运动员参与角逐，其中 16 名肢
残、8名聋人、3名盲人和1名智力残障
运动员。除肢残运动员外，其余运动
员全部师从我省著名游泳教练郭红
岩。

来自河南省体育场业余体校的郭
红岩，在基层游泳教学领域工作近 40
年，身为宁泽涛的启蒙教练，她也因为
弟子爆红而广为人知。但很多人并不

知道她的另一个身份——河南省残疾
人游泳队教练。事实上，郭红岩已经
在残疾人游泳事业中默默耕耘了 30
年，培养出多位全国冠军。目前带领
的这些队员，都是她从盲聋哑学校挑
选并一手培养出来的。

本次锦标赛，郭红岩麾下的队员
为河南队贡献了 15枚金牌、7枚银牌
和 3枚铜牌，打破两项全国纪录，战绩
骄人。而曾在全国残运会上两破全国
纪录的女子盲人运动员孙天宇此次夺
得5枚金牌，成为“多金王”。

“整个备战过程，队员们非常努

力。从比赛成绩看，可以说实现了预
期，特别是几位重点运动员，都有很好
的表现。”郭红岩对弟子们的优异战
绩相当满意。

锦标赛的优异成绩让人对这些运
动员在明年残运会上的表现充满期
待。郭红岩表示：“残疾人运动员要比
普通人的付出更多，要有异于常人的
吃苦精神。这些孩子平时特别刻苦，
能够不折不扣地执行计划，在比赛中
也非常拼。我想这也是我对明年残运
会的信心所在，相信我们能够取得更
好的成绩。”郭红岩说。⑥11

本报讯（记者 李悦）借着“世界
行走日”的契机，6月 30日，3000 多
名健步爱好者齐聚河南省体育中心，
与健康行走大使、索契冬奥会短道速
滑 冠 军 李 坚 柔 一 起 ，共 同 见 证 了
2018世界行走日（中国）郑州站的启
动。

世界行走日（中国）活动始于
2010 年，该活动由中华全国体育总
会主办，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全民健身
行走活动。启动活动由中国体育报
业总社、河南省体育局承办，郑州大
学体育学院执行，中国社会福利基金
会、河南省体育中心、微赛体育等协
办支持，中体联（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为世界行走日系列活动的全国推广
机构。8 年来世界行走日（中国）活
动，先后在北京、天津、郑州、成都等
20多个城市举办了近百场，累计 95

万名市民现场参加活动。
郑州站活动的起点位于河南省

体育中心，全程行走约 5公里。从集
合暖场环节开始，陆续进行科学行走
方式展示和教学示范、体育明星行走
引领、盛装舞蹈城市 T台走秀、校园
明星直播间等多种娱乐互动。

本着“用行走串起中国百万公里
步道的美好故事，用创新引领全国十
万社区健身的便利服务”的宗旨，主
办方这次还组织社区健身专家导师
团深入郑州社区进行讲座、咨询、会
诊和宣发。作为本次活动的组织执
行单位，郑州大学体育学院发挥在全
民健身、体育科研、冬奥备战方面的
人才、技术聚集优势，选派经验丰富
的老师带领有志愿的同学边学习边
实践，全力做好了活动组织和服务保
障工作。⑥9

本报讯（记者 黄晖）在恐龙曾
经恣意奔跑的大地上驾车驰骋一
番，是什么体验？将于本月底举行
的 2018汝阳“杜康杯”中国汽车拉
力精英赛及醉美汝阳汽车自驾游拉
力赛邀请广大车迷速速报名前往，
既能一试身手，还有高水平的赛事
可看。

本次赛事由汝阳县人民政府、
洛阳杜康控股有限公司、河南磅礴
体育文化公司共同主办，时间为 7
月 28日~8月 2日。拉力赛部分为
高水平专业拉力赛，前三名奖金高
达30万元，吸引众多国内拉力赛高
手。而醉美汝阳汽车自驾游拉力赛
更是欢迎郑州、洛阳、开封等周边地
区的自驾游爱好者前来参加。比赛
将以短赛道为主，山地森林公园赛
道短、弯道多，紧张刺激，极致体验
与观赏性俱佳。目前汝阳有关方
面正在积极准备，保障赛事的顺
利、安全。

汝阳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
丰富。不但有杜康美酒，还有“中国
恐龙之乡”的美誉。近年来，汝阳不
断尝试各种“旅游+”模式，本次汽
车拉力赛，就是通过发展高端体育
赛事，尝试户外运动与旅游的紧密
结合，形成吃、住、玩、健一条龙服
务，促进地方经济消费升级的有益
尝试。⑥11

不知不觉，中国体彩大乐透已
经走过 11年的岁月。11年间，它伴
随着我们共同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大
奖的诞生，帮助过很多人实现梦想，
也陪伴着很多人走在实现梦想的路
上。

但俗语说得好，“金无足赤，人无
完人”，体彩大乐透进行这么多期的
摇奖直播，现场难免会有意外发生。
比如公证人员无法到场、摇奖设备出
问题等等，那么，一旦出现问题，有哪
些应对方法和保障措施呢？

对比世界各地的彩票摇奖过程，
没有任何流程可以做到 100%零故
障。不少地区都曾出现过或大或小
的问题，即便欧美发达国家也是如
此。这就显示出应急预案的重要
性。为此，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
管理中心制定了《中国体育彩票摇
奖类开奖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办法》
《体育彩票开奖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演播中心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
预案》《突发停电事故应急预案》《体
彩开奖直播应急处理预案》《开奖视
频网络直播应急处理流程》等一系
列应急保障预案，确保体彩大乐透
开奖过程中每一个环节均有严谨的
操作流程及和规范，将各项风险降
至最低。

比如，开奖过程中摇奖机如果因
突发故障而停止工作，摇奖现场的工
作人员和公证人员应及时进行故障
排除，然后对未开出号码和无效号码
的球道重新进行摇奖。如故障无法
排除，则更换备用摇奖机。

再比如，万一公证人员因故无法
按时到场。在这种情形下，根据《中
国体育彩票开奖管理办法》的规定，
为保证摇奖的公开、公平、公正，须等
待公证人员到岗后方可正式开奖。
但如果公证人员仅一人到岗，则由到
岗的公证人员行使见证职责，摇奖后
致见证词。

总之，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
理中心一直在不断地提高应急处理
能力，为做好开奖工作而不懈努力
着。 （彩文）

本报讯（记者 黄晖）7 月 2日，刚
刚开始暑假的郑州中小学生篮球爱好
者，迎来了风靡全国的篮球赛事——
2018CAAU 全国青少年篮球联赛郑
州城市赛。CAAU是中国青少年业余
体育联合会的英文缩写，而全国青少
年篮球城市赛是其旗下的知名青少年
篮球赛事品牌，2012年至今已在全国
70多个大中城市举办过比赛，今年，该
赛事再次登陆郑州。

全国青少年篮球城市赛的主题口
号是“我要上场”，很好地诠释了青少
年体育的最大亮点“青春无畏”，也体
现了赛事倡导全民健身、促进青少年
体育运动发展的初衷。本次比赛由中
国 CAAU赛事组委会主办，河南新发
展体育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河南世航
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郑州左助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等单位承办。参赛年
龄要求为8岁至18岁，分为小学组、初

中组、高中组三个组别，吸引了郑州以
及周边地区的32支队伍380多名青少
年参与。赛事另一大亮点是内容丰富
的篮球嘉年华活动，技巧、三分、扣篮
等项目的表演赛，都在等待着中小学
篮球爱好者一展身手。

本次比赛最终获得各个组别冠军
的球队将有机会奔赴北京，与国内其
他城市乃至美国城市青少年篮球赛的
冠军队伍一较高下。⑥11

恐龙之乡邀您
开车去“巡山”

全国青少年篮球联赛再战郑州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