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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前县、范县砖窑厂违法占用黄

河滩地案
【案情】濮阳市台前县、范县境内13 家

企业违法占用黄河滩地建设砖窑厂，严重影
响黄河行洪安全，破坏黄河生态环境，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

【整改落实】2020年 7月 9日，省检察院
将案件线索交濮阳市检察院办理，该院立即
组织台前县、范县检察院公益诉讼干警赴现
场实地勘查。依法查明：13 家企业均未取
得相关行政许可，在黄河滩地违规建设砖窑
厂，非法占地 80多万平方米。基于案情复
杂，办理难度较大，濮阳市检察院直接立案，
分别向台前县、范县政府公开送达检察建议
书，并持续跟进监督，协助政府做好被拆迁
企业的释法说理工作，帮助企业及时转移生
产生活资料等

8 月，濮阳市检察院组织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对违建企业拆除工作进行现场评议，
并会同市河长办等对13家企业的整改情况
进行现场验收。目前，13 家企业的主体厂
房、机械设备、硬化地面均已拆除完毕，复耕
复垦工作正在进行中。

2.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违法

修建鱼塘破坏黄河湿地案
【案情】三门峡市某公司在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大王镇后地村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违法修建鱼塘、楼房，占地 1400 余
亩，破坏黄河湿地生态环境。

【整改落实】2019年3月，省检察院将问
题线索交三门峡市检察院办理。该院立即
成立专案组，实地勘查，走访群众。依法查
明：2014年11月以来，某公司未经主管部门
批准，在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违法修
建鱼塘 79个、楼房 3000余平方米。有关部
门发出整改通知书、处罚决定书等10余次，
该公司没有作出有效整改。

2019年 5月 6日，该院依法向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管委会公开送达检察建议书，建议
其依法履行黄河河道防洪安全、湿地保护等
监督管理职责。随后，持续加强联系沟通，
共同研究整改方案。

同年5月底，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管委会与该公司共同拆除全部违建鱼塘、
楼房。6月14日，该院会同市黄河河务局等
相关单位对整改情况进行全面验收。本案
的成功办理，带动了周边 30多个违建鱼塘
拆除整改，共恢复湿地1700多亩。

3.开封市龙亭区、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违法生产经营损害饮用水水源地案
【案情】2019年7月，检察机关通过无人

机航拍发现开封段黄河河道黑岗口水源保
护区范围内有30余家企业违法建设大面积
建筑物，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严重影响群众
饮水安全。

【整改落实】2019 年 7 月 30 日，省检察

院郑州铁路运
输分院（以下简
称铁检分院）依据
管辖规定，对该线
索立案调查。依法
查明：开封市龙亭区、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黄河
河道内有占地面积较大
的企业 30余家，这些企业
长期违法建设建筑物，从事
生产经营活动，严重危害湿
地生态环境和水源地保护。

2019年 8月 6日，铁检分院
分别向龙亭区政府、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管委会发出检察建议，并跟
踪督导。两区政府高度重视，统一
组织生态环保局、农业农村局等相关
行政机关和乡镇政府形成合力，开展联
合执法，共拆除违法建筑 10.9 万多平方
米，恢复湿地 374亩，也消除了水源地污染
隐患。

4.中牟县黄河河道内乱堆建筑垃圾案

【案情】中牟县狼城岗镇黄河大堤内存在占
地10余亩、体积7万余立方米的建筑垃圾山。大
量垃圾堆积破坏黄河生态环境，危及河道行洪安全，
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持续侵害。

【整改落实】2020年7月16日，中牟县检察院收到县
河长办移交的案件线索，随即迅速行动，及时立案，调查
取证。依法查明：狼城岗镇政府在滩区居民迁建安置后，未
组织全面拆除滩区内原住房等设施，导致黄河大堤内存在大
量建筑垃圾，阻碍行洪安全。

7月 20日，该院依法向狼城岗镇政府发出检察建议，积极持
续跟进，先后多次召开案件推进会，共同商讨整改方案；督促实施
垃圾分类处置，对符合黄河大堤建设标准及道路施工的垃圾，用于基
坑回填及边道铺垫，同时对垃圾清运完毕的土地及时平整，补植复绿，
恢复自然生态。

8月4日，该院邀请郑州市检察院和中牟县政府、河长办及沿黄乡镇负
责人联合检查验收。目前，该镇辖区黄河河道内的建筑垃圾已全部清理完
毕，播撒的草籽已发出嫩芽。

5.新安县旅游开发中破坏生态环境案

【案情】2017年至2018年，新安县某公司在小浪底库区范围内峪里峡谷旅游
开发过程中，以机械、爆破等方式对山体进行破坏性挖采，造成地面岩石破碎，原
有地形地貌及植被遭到严重破坏。

【整改落实】2019年7月，新安县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这一问题，立即督促该县
森林公安局立案侦查。同时，该院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公益诉讼立案调查，
依法查明：该公司在峪里峡谷违法占用林地15.025亩，非法开发行为改变原有地貌，
毁坏植被。

4月 26日，该院向县法院提起公诉，请求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追究该公司及其
实际控制人刘某某、项目负责人王某某刑事责任，同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该
县法院对检察机关诉讼请求全部予以支持。

5月29日，该院分别向该县自然资源局、林业局、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发出检察建
议，建议其规范完善旅游开发引进项目的事前审批与日常监督，做好对资源保护和
旅游开发的监督检查。三家单位高度重视，对全县旅游开发中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
行为开展全面排查，抓紧完善土地执法、文化旅游项目日常巡查等工作机制。

66..济源市坡头镇污水处理厂违法排污案

【案情】济源市坡头镇污水处理厂运行过程中排入白道河（黄河西霞院库区）的
出水水质不能稳定达标，侵害黄河水生态安全。

【整改落实】2020年1月，洛阳铁路运输检察院开展黄河巡河工作时，发现一入
河排污口涉嫌非法排污。经查：该排污口是济源市坡头镇污水处理厂设置，未建
污水调节池，自控系统不完善，向白道河排放的污水水质不能稳定达标，侵害了黄
河水生态安全。坡头镇政府系该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及运营监管单位，对上述问题
怠于履行管理职责。

3月19日，该院向济源市坡头镇政府送达检察建议书，并主动与坡头镇政府
沟通联系，督促检察建议落地落实。坡头镇政府迅速行动，争取上级支持；重新
确定委托运行单位，增加运营管理人员，投资157万元进行系统升级改造，新建
3000立方米污水调节池，保证达标排放；拟投资 1100万元用于提标改造工程
和尾水湿地建设。

5月，该排污口出水水质稳定达标。6月，该院运用快速检测设备间断性检
测排污口出水水质，并调取《监控数据日报表》，均显示水质已稳定达标。

7.孟津县非法养殖破坏黄河湿地案

【案情】2019年1月，洛阳铁路运输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孟津县会盟
镇有众多养殖户在黄河湿地保护区内违法养殖，其中仅双扶渔场即占地
493亩，严重破坏黄河湿地生态环境。

【整改落实】2019年 2月 20日，该院与孟津县政府联合召开携手
保护黄河湿地工作推进会，检察长现场向孟津县会盟镇政府、县国土
资源局、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孟津管理局公开送达检察
建议书。

检察建议发出后，该院与孟津县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反复沟
通协调，督促检察建议落地落实。该院首先选择会盟镇辖区内
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最大的双扶渔场作为突破口，督促拆除
该渔场 5302.06平方米违法建筑。以点带面，推动整个孟津
县黄河湿地保护区内违法建筑的拆除工作，全县湿地保护
区内共拆除9万多平方米违法建筑。

8.开封市龙亭区镇河铁犀文物保护案

【案情】2019年7月，开封市龙亭区检察院在履职
中发现，该区北郊乡铁牛村河南省重点保护文物黄
河“镇河铁犀”保护设施不完善，与省级文物保护的
要求严重不符，影响了文物安全。

【整改落实】开封市检察院和龙亭区检察院
多次实地勘查，走访群众，搜集资料。依法查

明：由于开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未有效履
行监督管理职责，铁犀亭、镇河庙的围墙、

大门年久失修，损坏严重，随时有坍塌的
危险。2019年 8月 5日，检察机关依法

向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发出诉前检
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文物保护

职责，加大保护力度。
在检察机关持续监督下，龙

亭区政府协调出资 110 余万
元，对相关设施、园内道路进

行修整，并明确专人负责
看护，使“镇河铁犀”周边

环境焕然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