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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十三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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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阳县纪委已立案，目前正在调查。

问责情况：无
三十八、新乡市卫辉市 D410000201806200086
反映情况：新乡市卫辉市月友煤球厂，卫辉

市太公镇永旺煤制品销售点，卫辉市李源屯镇东

升煤球厂，卫辉市安都乡永盛煤球厂，卫辉市华

东煤业有限公司，这些厂都没有经过验收，生产

的都是三无产品，没有包装都是散装的。其中月

友煤球厂和华东煤业有限公司不知道具体位置。

调查核实情况：1.“产品没有包装都是散装
的”情况属实，“都没有经过验收”情况不属实。
2.举报内容中涉及的煤球厂均为卫辉市洁净型
煤配送中心厂家，各项手续完善。产品主要销
售到周边居民，由于运输路途较近，二次包装容
易造成煤品损坏，目前，尚未实行包装运送。

处理及整改情况：一是进一步加强煤品质
量监管，确保所售产品达标排放；二是积极引导
商户借鉴同行业先进经验，尽快对产品实施包
装，并注明厂名、厂址、生产日期。

问责情况：无
三十九、郑州市高新区 D410000201806120047/

D410000201806130052/D410000201806130065/
D410000201806140028/D410000201806140030/
D410000201806140036

反映情况：郑州市高新区碧桃路与化工路在

建一个中石化工厂，1.环评造假，舍近取远，附近

300米有大量居民区，实验中学、小学。2.郑州市

环保局审核失职，没有实地考察。3.高新区规划

局私自更改用地性质。4.高新区管委会在环评上

发表了化工厂生产过程中没有化学反应的意见。

调查核实情况：与D410000201806050114
等举报件属重复举报，已在河南日报中央环境
保护督察组“回头看”交办案件办理结果第 14
批第52条公开，不再重复公示。

四十、郑州市金水区 D410000201806150041
反映情况：郑州市金水区国基路 108 号 9 号

楼 1单元 1楼西户，有一个小的彩印作坊，排放刺

鼻气味，污染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群众反映该问题位于金水

区丰庆路与国基路交叉口向西200米路北瑞景
花园小区9号楼 1单元 1楼西户，是一个无名彩
色复印店，租用三室两厅居民住宅。该复印店
未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等任何手续，属非法经营。

（二）现场调查情况。2018年 6月 17日接
到督办问题后，郑州市金水区丰庆路街道办事
处、攻坚办、丰庆佳苑社区、社区网格员联合金
水区环保局等到现场进行调查。调查发现瑞景
花园 9号楼 1单元 1楼西户有无名彩色复印店
经营。店内主要设备有电脑3台、彩色打印机4
台（分别为 2台佳能R520、1台惠普 Z2100和 1
台 EPSONS600）、1台美孚全自动覆膜机、1台
智能切纸机。经查，该复印店未办理工商营业
执照等任何手续，属非法经营。现场调查时正
在打印照片，未发现制版、印刷、装订加工等设
备，现场无刺鼻气味。综上，该问题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金水区执法人员立即联
合金水区丰庆路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对该小型
复印店进行了取缔，责令复印店负责人及工作
人员立即搬离。目前该复印店的所有作业设备
均已清理完毕，只作住宅使用。

下一步，金水区环保局将联合金水区丰庆
路街道办事处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定期定时对
该复印店进行复查，确保不再反弹。

问责情况：无。
四十一、郑州市金水区 D410000201806150085
反映情况：郑州市金水区政七街32号，河南省

国资委机关服务中心楼层装修，建筑垃圾堆放32号

院内，没有清理没有覆盖，引起扬尘污染，噪声扰民。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金水区政七街32号院位于

政七街与红旗路交叉口向北20米路西，属于金水
区丰产路街道办事处政七街社区。该院归河南省
农业机械工业管理局管理，现正对科研教室进行
装修，单位负责人白茹冰。施工单位：河南伟航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其法定代表人何的元，营业执照
编码为914101033357959095，负责人闫会东。

（二）现场调查情况。2018年 6月 17日，金
水区丰产路街道办事处、执法中队、环保所、纪
检监察室等相关工作人员到达现场进行调查。
经现场调查核实，执法人员到达河南省国资委
机关服务中心院内时，发现院内确实存在建筑
垃圾，并且未清理、未覆盖，遇风起扬尘；到达二
楼装修公司正在施工。

综上，该问题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6月 17日，现场调查工作

人员要求河南伟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立即进行
整改。一是针对建筑垃圾没有清理没有覆盖问
题，对施工方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金
综执法责通字〔2018〕第 04066号，责令河南伟
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限期整改，对建筑垃圾进
行喷淋降尘并进行覆盖。二是针对扬尘污染、
噪声扰民问题。要求河南省农业机械工业管理
局及施工方负责人强化施工现场管理，进行室内
装修作业时，应当采取控制措施，减轻对周围居
民的影响，并且禁止在夜间和午间使用电钻、电
锯、电刨、冲击钻等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工具。

6月 19日上午，工作人员再次前往现场查
看情况，现场垃圾已按要求全部清理到位。施
工方负责人表示今后严格按照要求施工，产生
的装修垃圾做到日产日清，对装修现场进行洒
水降尘，有效抑尘减少扬尘；每日上午 8：00—
12:00，下午 2:00—6：30 进行装修作业，其余
时间将停止施工，以免影响群众正常休息。

下一步，郑州市金水区丰产路街道办事处
将进一步加大对辖区日常巡查力度，对巡查中
发现的问题及时协调相关负责人处理，做到随

时发现问题随时处理，不留后患。
问责情况：无。
四十二、郑州市新郑市 D410000201806170005/

D410000201806170022
反映情况：郑州市新郑市龙湖镇华南城一

号交易广场东门露天公共区域，招商引来了几

十家做防腐木的商户，现场打磨加工粉尘污染，

喷漆气味呛鼻，污染环境，向新郑市环保局反映

称该处是商业行为。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华南城一号交易广场位于

新郑市龙湖镇林锦店社区，位置在郑新快速路
与双湖大道交叉口东南角，属于郑州华南城有
限公司郑州华南城一期工程建设项目建设内
容，是郑州华南城公司运营的小商品批发交易
市场。该公司郑州华南城一期工程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于 2012年 8月 27日通过郑州市
环境保护局审批，审批文号为郑环审〔2012〕83
号。华南城一号交易广场占地面积15.9万平方
米，建筑面积 51万平方米，规划商铺 9326家，
目前入驻有 4000多间铺子，正常营业有 2500
间，2014年 8月开业，由深圳第一亚太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在管理运营。

（二）现场调查情况。2018年 6月 18日，新
郑市组织相关人员到华南城一号交易广场东门
露天公共区域进行现场调查。经查：1.关于“郑
州市新郑市龙湖镇华南城一号交易广场东门露
天公共区域，招商引来了几十家做防腐木的商
户”问题。露天公共区域位于华南城一号交易
广场的东广场，该区域由郑州超腾达木业有限
公司负责运营，目前共有 47 家防腐木材展销
点，主要销售防腐木材及配套产品，经营模式为
华南城商铺展示原材料、样品→客户订购→运
至客户处组装、刷高光木（蜡）油。

2.关于“现场打磨加工粉尘污染”问题。检
查时，现场有 5家防腐木材展销点正在营业，其
余 42家防腐木材展销点处于停业状态。47家
防腐木材展销点门前均有原材料及样品存放展
示，部分防腐木板、木条在店外露天堆放，现场
未发现打磨加工产生粉尘现象。

3.关于“喷漆气味呛鼻，污染环境”问题。
检查时，未发现喷漆现象，未闻到呛鼻喷漆气
味。展销点存放销售有木（蜡）油，木油是半固
体脂肪，为天然植物油，木蜡油原料主要以梓
油、亚麻油、苏子油、松油、棕榈蜡、植物树脂及
天然色素融合而成，没有刺鼻的气味，现场未发
现刷木（蜡）油行为。

4.关于“向新郑市环保局反映称该处是商业
行为”问题。根据《郑州华南城一期工程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该项目建成后，主要是商业、办
公、餐饮等为一体的大型商品交易中心，无生产加
工操作。2017年7月，该举报区域由郑州华南城
公司以165万元的价格租给河南商丘人李凤玲，
租期三年，由郑州超腾达木业有限公司统一经营，
法人陈东华（系李凤玲丈夫），有公共营业执照，再
分租给各防腐木销售商户。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是
销售防腐木、木材、办公用品、日用百货、园林绿化
工程施工，个别防腐木销售商户曾存在加工刷油
行为。综上所述，该举报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新郑市龙湖镇对露天区
域摆放的原材料和样品进行规整清理，目前已
清理整改完毕。新郑市龙湖镇政府在防腐木材
展销点附近设立不允许加工作业的警告牌，公
布举报电话，以监督商户合法经营。新郑市政
府将加强对华南城一号交易广场的督查巡查，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问责情况：新郑市龙湖镇给予林锦店社区
支部书记郑军旗全镇通报批评，并责令写出深
刻检查。

四十三、郑州市城管委D410000201806180002/
D410000201806180019/D410000201806180027

反映情况：郑州市荥阳市贾峪镇要建一个日处

理4500吨的垃圾处理厂，多次反映，但至今未看到

这件事情处理的结果。政府网站上公示案件办结

率是百分之百，但是垃圾焚烧厂事件还未处理。

调查核实情况：与D410000201806070072
等举报件属重复举报，已在河南日报中央环境
保护督察组“回头看”交办案件办理结果第 17
批第78条公开，不再重复公示。

四十四、郑州市荥阳市 D410000201806190017
反映情况：荥阳市城关乡雷垌村口，有家小

工厂经常排放废气，气味难闻。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位于荥阳市城关乡雷垌村

口的化工厂名称为：郑州市印染助剂化工厂，始
建于1989年，该企业占地约8亩，企业法人为赵
中华，主要生产增稠剂、洗涤剂、黏合剂。1989
年 3月18 日办理了环境影响报告表，2016年被
列入郑州市清理整改环保违法违规项目清单中，
2016年12月15日通过荥阳市环境保护局验收，
清改编号为：荥环清改验（2016）865号。

（二）调查情况。经查，郑州市印染助剂化
工厂位于荥阳市城关乡桃李村,该厂东侧距离
桃李村居民约有 600米、西侧距离雷垌村居民
约有600米，南侧为雷垌村农田，北侧距离洪界
村约800米，达到卫生防护距离要求标准。

目前，企业处于停产状态，部分生产设备已
拆除，在车间内摆放，已不具备生产能力，仓库
内摆放有原料，车间及厂区内未发现该企业生
产的产品。厂区内未发现有明显刺鼻气味，生
产车间内有异味。

经询问企业负责人时山领得知，该企业于
2018年 6月上旬停产至今，由于企业建厂时间
较早，一些生产设备老化，从 2017年下半年开
始一些生产设备就频繁发生故障，近几个月生
产断断续续，加之目前市场行情又不好，重新购
置设备投资过大，经过充分考虑，决定停止生
产，将厂房车间用于对外出租，部分原料、成品
已卖出。由于该企业负责人考虑变卖价格问
题，所以没有一次性将所有设备卖出。该企业
目前已不具备生产能力，检查时未发现该厂区

有刺鼻气味。综上所述，该举报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要求企业在搬迁拆除设

备过程中严格落实环保责任，防止生产成品及
材料泄露污染周边环境。截至 2018年 6月 24
日，该企业已将全部设备和原料清除完毕。

问责情况：无。
四十五、郑州经开区 D410000201806190051
反映情况：郑州经开区养猪场被强制拆除，

诉求人问政府能不能强制拆除？养殖户经济损

失严重，有没有相应补偿？会不会强制拘留养

殖户或使用其他强制手段？求助。

调查核实情况：（一）基本情况
依据《郑州市畜牧局 郑州市环境保护局转发

河南省畜牧局 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做好2016
年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定调整有关工作的通
知》（郑牧〔2016〕32号）文件要求，郑州经开区下
发了《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
于经开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域划定的通知》（郑经管
办〔2016〕60号）文件，郑州经开区全区划定为禁
养区。根据禁养区规定，禁养区内禁止一切畜禽
养殖，严禁新建、扩建各类畜禽养殖场。禁养区内
现有的养殖场，由所在办事处负责，依法逐步实现
关停或搬迁，2017年底实现禁养目标。

2017年 1月，郑州市下发了《郑州市人民政
府关于印发郑州市畜牧养殖禁养区养殖场（小
区）关闭搬迁专项实施方案的通知》（郑政文
〔2017〕21号），对各类养殖场（小区）进行专项清
理整治。郑州经开区依据（郑政文〔2017〕21号）
文件下发了《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
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畜禽养殖清理整顿工作方
案的通知》（郑经管办〔2017〕56号）文件，定于
2017年5月至2017年底对辖区内畜禽养殖业开
展专项清理整顿行动，对没有取得《动物防疫条
件合格证》《畜禽养殖代码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审批文件及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合格意见的
畜禽养殖场以及未经项目审批擅自生产经营、违
章搭建、扩建和改建的养殖户坚决取缔。2017
年底郑州经开区全区范围内达到禁养目标。

（二）现场调查情况
郑州经开区案件查办组接到问题后，立即

汇报相关领导，进行安排部署。
2018年 6月 21日上午，郑州经开区管委会

召开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督办问
题研讨会，郑州经开区规划分局、区国土资源分
局、区环境保护局（环境攻坚办）、区城市管理
局、区农经委等有关单位主要领导参加，对该交
办问题进行讨论，研究解决方案。

问题1：“郑州经开区养猪场被强制拆除，诉
求人问政府能不能强制拆除？”

根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畜
牧养殖禁养区养殖场（小区）关闭搬迁专项实施
方案的通知》（郑政文〔2017〕21号）文件要求，
对禁养区内的养殖场（小区）“从实际出发，通过
思想动员，愿意关闭搬迁的，采取自愿限期关闭
搬迁；经反复动员，在规定时间内仍不愿关闭搬
迁的，采取依法强制关闭搬迁”。

根据相关法规文件要求，对禁养区内的养殖
场（小区）依法关闭搬迁，经反复动员，在规定时间
内仍不愿关闭搬迁的，采取依法强制关闭搬迁。
在养殖场的畜禽转运完毕之后，对没有取得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文件及项目竣工环保验收
合格意见的畜禽养殖场以及未经项目审批擅自生
产经营、违章搭建、扩建和改建的养殖户坚决取
缔。针对逾期未改造或者未拆除的违法违规建筑
物，政府部门可以依法进行强制拆除。

问题 2：“（养猪场被拆除后）养殖户经济损
失严重，有没有相应补偿？”

1.依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畜
禽养殖禁养区养殖场（小区）关闭搬迁专项实施
方案的通知》（郑政文〔2017〕21号）文件要求：依
照“对在年度计划内完成关闭搬迁任务的畜禽养
殖场（小区）的建筑物及附属设施，经评估后给予
适当经济补偿；对有手续的畜禽养殖场（小区）的
建筑物及附属设施按评估价100%予以补偿，无
手续的酌情给予补偿，擅自乱搭乱建的不予补
偿”的原则，开展全区养殖清理工作。

2.依据《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
公室关于经开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域划定的通知》
（郑经管办〔2016〕60号）和《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经开区畜禽养殖清理
整顿工作方案的通知》（郑经管办〔2017〕56号）的
文件要求，郑州经开区于2017年开展养殖清理整
顿工作，经前期排查汇总发现，经开区仅有 2家
规模养殖场，且在中牟区域划转前办理了养殖相
关手续，经开区已按照相关规定依法赔偿；郑州
经开区其他养殖场（户）都为私搭乱建的违法建
筑，且没有相应的养殖手续，因此没有赔偿政策。

问题 3：“会不会强制拘留养殖户或使用其
他强制手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政府部门可以
对造成环境违法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以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经调查核实，该交办问题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郑州经开区严格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政策执行落实，依法依规对辖区各
类养殖场进行排查整治，确保在全区范围内达
到禁养目标。同时，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加强相
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宣传贯彻，做好与群众交
流沟通工作，解答群众疑惑。

问责情况：正在综合分析研判具体问责事宜。
四十六、郑州市荥阳市 X410000201806170016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郑州市荥阳市万

山路与中原西路交叉口向北 150 米路西荥阳市

化工助剂有限公司常年生产大量化工助剂，烟囱

中冒出黑色浓烟，气味刺鼻，其生产、排污行为造

成空气环境严重污染，该污染源处于居民生活区，对

周边居民生活、健康造成巨大影响及危害。该企业

已被多次举报，但不知何因现仍违规生产。

调查核实情况：（一）基本情况
河南省荥阳市化工助剂有限公司位于万山路

南段乔楼镇孙砦村，主要产品为复合油相，建设项

目环评于2005年 5月经郑州市环保局审批通过
（郑环建〔2005〕113号）；2008年1月由郑州市环
保局通过竣工验收（郑环建〔2008〕12号）。

（二）调查情况
1.烟囱中冒出黑色浓烟，气味刺鼻，其生

产、排污行为造成空气环境严重污染问题。
现场检查时，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未发现

生产迹象，有少量产品存放，产品的冷却工序全
部密闭并安装冷却系统。2017年 12月公司导
热油炉燃料由生物质改为天然气。2018 年 4
月，该公司因生产过程中存在跑冒滴漏现象，荥
阳市环境保护局对该企业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了
处罚，该公司正在停产整改。

2.该污染源处于居民生活区，对周边居民
生活、健康造成巨大影响及危害。

经调查，该公司西侧200米为索河河道，南
邻新建华宸大厦，北邻苏邦家具有限公司，东侧
为汽车修理，距离最近的环境敏感点是万山路
东的乔楼镇初级中学，约150米。2018年 2月 7
日该公司委托河南省思源环境检测有限公司进
行了检测，检测结果表明，该公司无组织排放废
气中非甲烷总烃浓度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要求。综上所述，该举报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荥阳市责令该企业在整
改治理过程中，严格按照环保要求进行施工，治
理工程竣工后，经验收方可投入生产使用。

问责情况：无。
四十七、郑州市荥阳市 X410000201806190024（*）
反映情况：郑州市荥阳市广武镇车大沟二组

荥龙泵业有限公司属于工业企业，该企业与居民区

只有一墙之隔，其日常实际生产过程中通过喷漆、焊

接、除锈等工业活动产生大量空气污染。另外，日常

实际生产过程中通过敲打钢材、喷漆、焊接、除锈等

工业活动产生大量噪音污染。村民不堪其扰，深受

其害，多人罹患癌症，深受病痛折磨。有的村民为了

避免影响干脆离开村子外出。在这些年当中，许多

村民通过12369环保举报热线反映过情况，得到的

回复通常是：该企业未开工，未发现举报内容，如再

次发现问题也可直接向广武镇政府反映等说法。村

民也向上级政府反映具体情况，但是时至今日，该企

业依旧存在，依旧生产。1.该企业为何可以非法占用

耕地22.70亩之多。虽然多个部门查处过，但是十多

年来一直处于扩建之中。2.为何这样一个企业可以视

主管部门的处罚（国土资罚决字〔2012〕015号）为一纸

空文？3.这样企业的持有人是否有资格作为村主任候

选人，并最终当选？4.村民举报等一系列活动之后，上

级主管部门即使做出了处罚，也联合了多个部门，但

最终也是未能落实，是否存在“以罚代法”？

调查核实情况：（一）基本情况
郑州市荥龙泵业有限公司位于荥阳市广武

镇车大沟村，2002年12月12日成立，建设年产
5万台潜水泵生产线，该公司于2017年9月通过
荥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批备案确认书（豫郑
荥阳制造〔2017〕33563），2017年 6月通过建设
项目现状评估备案（荥环备〔2017〕98号）。

2011年 3月该公司未办理合法用地手续建
厂，并于 2015年 7月进行扩建，经实地测绘，占
用广武镇车大沟村土地 15134.21 平方米（合
22.07 亩，其中基本农田 1600.38 平方米）。该
公司占用土地未办理合法用地手续，荥阳市国
土局已分别于2012年和2017年依法处理。

（二）现场调查情况
问题 1：该企业与居民区只有一墙之隔，其

日常实际生产过程中通过喷漆、焊接、除锈等工
业活动产生大量空气污染。另外，日常实际生
产过程中通过敲打钢材、喷漆、焊接、除锈等工
业活动产生大量噪声污染。

2018年 6月 20日，荥阳市环保局执法人员
现场对该公司进行了调查。

经查，该公司处于停产状态，生产车间未见
到任何工作人员。现场检查中看到有焊烟烟尘
净化器收集处理装置，噪声采取了厂房密闭和设
备加装基础减振等措施；经查阅企业验收监测报
告，噪声值与无组织废气颗粒物均不存在超标。
该企业距东侧居民最近的车间为下线组装试压
车间，该车间工艺不涉及噪声，该单位噪声主要
来源于位于厂区最西侧的金加工车间，该车间距
离东侧居民点约为50米，距离北侧居民点约为
100米，西侧、南侧不涉及居民点。

问题2：在这些年当中，许多村民通过12369
环保举报热线反映过情况，得到的回复通常是：
该企业未开工，未发现举报内容，如再次发现问
题也可直接向广武镇政府反映等说法。

2017年至今共收到过两起关于该公司的举
报，分别是 2017 年 5月 26日 8时 59分编号为
170526160182010537和2017年5月26日9时
08分编号为170526160182010556的微信举报
件。荥阳市环保局执法人员就此举报情况现场
调查时，该企业因为市场原因确实没有生产，更
没有发现早上四五点开始生产，一直持续到晚上
10点的情况，所有的生产车间都按要求进行了
密闭，在涉及产生污染的生产工序中实施了相对
应的治污设施。该单位在2017年 6月的监测结
果中显示噪声和无组织排放均符合要求。

因两次举报内容一模一样，且举报时间基
本一致，执法人员当时做了并案处理，回复的内
容也一致，并没有说过再次发现问题也可直接
向广武镇政府反映等说法。

问题 3：1.该企业为何可以非法占用耕地
22.70亩之多。虽然多个部门查处过，但是十多
年来一直处于扩建之中。2.为何这样一个企业
可以视主管部门的处罚（国土资罚决字〔2012〕
015号）为一纸空文？

经查，2010年 10月王双娥（郑州市荥龙泵
业有限公司法人车福群的妻子）同广武镇车大沟
村村委、该村第二村民组签订土地租赁合同，将
广武镇车大沟村二组十八亩土地租于王双娥建
养殖场使用。2011年3月，王双娥在未取得合法
用地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建房办厂，荥阳市国土
局对王双娥非法占地的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荥
国土资罚决字〔2012〕015号），在法定期限内被

处罚人既不申请行政复议，未起诉，亦未履行该
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内容，荥阳市国土局申请荥阳
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2012年 7月 23日，该案
件中涉及罚没款项移交荥阳市财政局《罚没建筑
物移交函》（荥国土资函〔2012〕86号）。

2017年6月，荥阳市国土局工作人员在巡查
中发现郑州市荥龙泵业有限公司扩建厂房，于
2017年6月13日对该宗地立案调查。经查，郑州
市荥龙泵业有限公司在未取得合法用地的情况下，
擅自占用土地8731.17平方米建厂房。2017年7
月25日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荥国土资罚决字
〔2017〕第186号）。2017年11月3日法定期限已
满，在法定期限内被处罚人既不申请行政复议，未
起诉，亦未履行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内容，荥阳市
国土局申请荥阳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文号为《强
制执行申请函》（荥国土资函〔2017〕212号）。

2018年 5月，荥阳市国土局针对郑州市荥
龙泵业有限公司占用耕地建厂的行为，提请荥
阳市耕地破坏鉴定领导小组鉴定。

综上所述，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荥阳市将严格加强企业监管，

规范生产作业，严格按照各项要求制度落实到位，
确保企业依法依规依纪生产。荥阳市政府责令荥
阳市国土局依法对郑州市荥龙泵业有限公司非法
占用土地的行为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落实到位。

问责情况：下一步，将依据荥阳市耕地破坏鉴
定领导小组鉴定结果，对相关责任人依法处理。
荥阳市监察委正在综合分析研判具体问责事宜。

四十八、郑州市荥阳市 X410000201806190058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内容与郑州市荥阳市贾

峪镇有3家石料厂，新密市白寨镇和袁庄乡有10余家石

料厂，这些石料厂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粉尘，严重污染

环境，近期由于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这些企业已经停

止生产，等到检查结束后再开始生产的来信内容一致。

调查核实情况：（一）基本情况
1.荥阳市贾峪镇南部山区属浅山丘陵区，紧

邻郑州，交通便利，矿产资源丰富，具有较好的资源
优势和区位优势。贾峪镇是郑州市建材基地之一，
为郑州及周边地区建筑行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
献。2011年资源整合后贾峪镇石材企业共有27
家，采矿证于2017年12月至2018年3月全部到期。

2.新密市境内普通建筑石料用灰岩石料厂袁
庄乡10家、白寨镇9家，均未取得有效的安全生产
许可证手续。根据新密市政府安委会出台的《新密
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对全市非煤矿山
企业实施停产整顿的通知》（新密安〔2013〕3号）文
件，要求我市非煤矿山企业依照文件落实，各职能
部门和涉及有非煤矿山行业的乡镇办按照要求及
时巡查，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查处。为强化安全监
管，厘清监管职责，2016年新密市政府安委会印发
了《新密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
强全市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监管的通知》（新密安
〔2016〕16号），要求持有有效采矿许可证的企业，
尚未到安监部门申请办理基建批复手续的，由企业
所在地乡（镇）街道办事处、国土资源局共同负责监
管；采矿许可证超过有效期的，由企业所在地乡
（镇）街道办事处、国土资源局共同负责监管；未取
得有效的采矿许可证的，由企业所在地乡（镇）街道
办事处、国土资源局共同负责取缔到位。

（二）调查情况
经查，荥阳市贾峪镇辖区内所有石材行业全部

停产停售。贾峪镇共有27家石材企业因采矿证到
期被荥阳市政府责令停电、停产，拆除了石材企业
的电力计费装置，不具备开采及生产加工条件。停
产后经执法人员巡查未发现有石材企业偷生产现
象，平时检查时厂只留有一名门卫看门，生产设备
已生锈，未见到其他工人，厂区只存有部分原料未清
理。目前所有石材企业正在开展生态恢复治理工
作，各矿山企业目前正在开展矿山恢复治理工作,
贾峪镇矿区共平整土地1280亩，回填土方95万余
立方米，栽植树木5.9万株，播撒草籽1600余亩。

新密市政府组织袁庄乡政府、白寨镇政府、新
密市国土局、新密市安监局、新密市环保局进行现场
检查。目前，新密市全市石料厂均未取得有效的安
全生产许可证手续，按照文件要求，处于停产状态。

目前，新密市和荥阳市的石料厂分别因为
安全生产许可证和采矿证到期等情况，全部处
于停产状态。

综上所述，该举报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下一步，荥阳市和新密市

将共同加强监管，确保石材企业停产到位，全面
开展生态恢复工作，坚决杜绝非煤矿山企业违
规违法生产。

问责情况：无。
四十九、周口市郸城县 X410000201806190070
反映情况：周口市郸城县丁村乡丁村北街新

建一个生猪屠宰场，脏水直排，该场旁边就是医院

和学校，晚上杀猪声扰民，多次举报无果。屠宰场

老板王玉辉是黑社会，别人来卖肉他打人。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郸城县丁村乡丁村北
街新建的生猪屠宰场，是原该村东街的生猪屠宰
厂，2017年6月迁到此处重新建设后投入生产使
用，厂区占地面积约310平方米，法人代表朱春
英，厂房建筑为钢架结构，具有郸城县环保局关
于丁村乡东街原址的生猪定点屠宰场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登记表及审批意见，但是该项目在地
址、法人及工艺发生重大变化后未重新报批。

该厂屠宰作业时间为每天凌晨2时至4时，屠
宰量为6至7头,屠宰过程中产生废水量约为0.5
吨，配备建设有约70立方米三级沉淀池，废水不
外排，定期有抽粪泵车进行清运。周边环境敏感
点东临丁村乡卫生院及居民区、距离丁村乡初级
中学约250米。屠宰生猪不是传统的方式，而是
采用高压电击方式，在屠宰过程中产生的噪音对
周边影响较小。经调查，环保部门12369举报台
账记录1次，举报反映该厂环保问题，已按照要求
办结。经乡派出所对社会调查和丁村乡其他生猪
肉经营户走访，未发现屠宰厂法人代表朱春英其
丈夫王玉辉(应为王玉微)的黑社会和欺行霸市行
为。综合以上调查情况，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下转第十五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