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ENGZHOU DAILY 152018年 6月 13日 星期三 编辑 周仕金 校对 宋院红 电话 56568216 E－mail：zzrb5271＠vip.163.com 专版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
交办案件办理结果公示

2018年 6月 13日

（第6批）

（下转十六版）

（上接十四版）

八、郑州市新密市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060120
D410000201806060124

反映情况：新密市曲梁镇岗牛村张黄组北边

责任田，郑州市很多大车在此倾倒建筑垃圾，已经

倾倒大概一千车，污染农田，致使村民小麦无法收

割。农作物毁坏，多次协商未解决。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2018年 5月 10日、11日晚上，郑州启轩土石

方基础工程有限公司、郑州泽宇基础工程有限公

司等 12家公司从郑州市大学路泰宏建业国际城

10号院建筑工地运输渣土至新密市曲梁镇岗牛村

张黄组、小王庄组北边计划修建的S317路基上面

倾倒，5月 11日晚，新密市岗牛村张黄组村民自发

组织起来，拦扣渣土运输车辆32台至今。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 6月 7日，新密市曲梁镇、新密市住建

局、新密市国土局工作人员到岗牛村进行现场调

查。经调查，交办问题属实。

具体情况：2018年 5月 10日、11日晚上，郑州

启轩土石方基础工程有限公司、郑州泽宇基础工

程有限公司等 12家公司，从郑州市大学路泰宏建

业国际城 10号院建筑工地运输地基土及部分建

筑垃圾至曲梁镇岗牛村张黄组、小王庄组北边计

划修建的 S317 路基上面倾倒，S317 道路是计划

修建的新密市至郑州国际机场道路，2017年 4月

底前已完成征迁及地面附属物清理，并设立施工

围挡，但尚未开工建设。5月 11日晚，新密市曲梁

镇岗牛村张黄组群众在发现这一非法倾倒渣土问

题后，拦扣渣土运输车辆 32台，并于 5月 12日向

新密市曲梁镇党委、政府反映情况。新密市曲梁

镇党委、政府当即派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李军带

领相关人员到现场调查处理，新密市公安局曲梁

派出所于 5月 12日到现场进行调查。期间，当地

村民多次向新密市政府、郑州市政府、中央环保督

察组及新闻媒体反映此事，均因村民要求赔偿条

件过高未得到妥善处理。

处理及整改情况：

1.6月 7日晚，经当地村民与渣土车运输公司

双方进行协商后，现场被拦扣车辆已放行。

2.6月 8日，新密市曲梁镇政府已安排相关人

员对现场倾倒渣土进行清理及平整，并覆盖了防

尘网。

3.新密市曲梁镇政府要求村两委及二、三级网

格长加强日常巡查，严防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问责情况：对新密市曲梁镇政府对岗牛村二

级网格长、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李军，岗牛村党

支部书记牛莉均给予诫勉谈话，并在全镇给予通

报批评。

九、郑州市管城回族区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070016

反映情况：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航海路与未来

路交叉口西北角德功烧烤店，该烧烤店油烟直排

污染严重，夜间占道经营现象严重，夜间 8 点到凌

晨 2 点营业。多次向市长热线 12345 反映没有处

理结果。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德功烧烤店注册名称郑州市管城区李记烩面

店，位于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航海东路办事处航海

东路 32号 3号楼 1层 27号（东经 113°42.350′，

北纬 34°43.296′），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

李二威，注册日期为 2016 年 8月 22 日，注册号：

410104600822261，经营范围为餐饮经营。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 年 6月 7日 22 时，自接到交办问题后，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政府领导高度重视，立即安排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城市管理执法局，管城回族区

航海东路街道办事处开展联合调查，由管城回族

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林宁、航海东路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振带队，成员杨挺洁、冯斐、

席化建、许瑾、李冬、宋世伟等到现场进行查看，该

烧烤店在经营过程中安装有油烟净化装置并正常

使用，且有油烟净化装置的产品检验合格证、检验

记录表及日常清洗台账。经核查，2018年以来，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城市管理执法局于5月 21日首

次接到市长热线12345转办的李记德功烧烤店存

在“违章占道经营”行为的投诉，当即指派区行政

执法大队七中队执法人员任强、王旭前往实地查

看。经查，该烧烤店存在“道路两侧商店、饭店超

出门窗、外墙摆卖物品或者进行其他经营活动”的

违法行为，执法中队于5月 23日依据《郑州市城市

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第（四）项：

“违反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第十二条

第二款规定的，处以五十元以上伍佰元以下罚款”

的规定，对其依法作出罚款伍佰元的行政处罚。

在现场调查中，该饭店存在执法人员下班后

突出店外占道经营现象。占道（突店）经营容易反

弹是一直以来城市管理中的难题，需常抓不懈。

在针对占道（突店）经营等四乱现象的日常管理工

作中，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按照《郑州市城市精细化

管理占道（突店）经营整治工作专案》的要求，执行

街道办事处文明劝导与执法人员依法依规处罚相

结合的管理模式，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联合对占道

（突店）等违章行为进行治理。2018年 6月 1日，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行政执法大队七中队工作人员

任强、赵永亮在巡查过程中发现该烧烤店存在“违

法占道经营”的违法行为，依据《郑州市城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第（四）项：“违

反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第十二条第

二款规定的，处以五十元以上伍佰元以下罚款”的

规定，对其依法作出罚款伍佰元的行政处罚。

处理及整改情况：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已对行政

相对人的违章占道行为进行立案处罚，行政相对

人于 2018 年 6 月 8 日缴纳了行政处罚罚款。目

前，该饭店处于停业转让状态。下一步，郑州市管

城回族区政府将安排城管执法人员和办事处工作

人员，对夜间占道（突店）经营等违章行为进行综

合整治。

问责情况：无

十、郑州市金水区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070017

反映情况：郑州市金水区任寨北街 6号院楼下

家乡小厨饭店油烟直排，噪音大。投诉人多次向

市长热线、辖区政府反映均无处理结果。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家乡小厨”饭店位于郑州市金水区任寨北街

6号院云鹤花园1号楼，门头名称为馍菜粥家乡小

厨，注册名称：郑州市金水区顺昌餐馆，经营者王

顺昌。

二、现场调查情况

6月 8日，郑州市金水区城市综合执法局经八

路执法中队接到问题通知后，立即前往问题现场

进行实地查看。经查，该饭店后厨不存在油烟直

排现象。后厨有三个基准灶头，一个六口灶头（折

合三个基准灶头），后厨油烟收集罩收集油烟后安

装有专业油烟通道至楼顶，油烟净化装置的处理

风量为15000立方米/小时。

针对投诉人“多次向市长热线、辖区政府反映

均无处理结果”的问题，近期，郑州市金水区共计

接到 3次关于此家饭店的投诉：1.2018 年 5月 29

日 ，接 市 长 热 线 第 一 次 投 诉 ，编 号

41010518053001625，馍菜粥家乡小厨饭店扰民

问题，郑州市金水区立即派执法队员到现场查看

并处理回复；2.2018年 6月 5日，接市长热线第二

次投诉，编号 41010518063000148，馍菜粥饭店

噪音扰民问题，郑州市金水区立即派执法队员到

现场查看并处理回复；3.2018年 6月 6日，接市长

热线第三次投诉，编号 41010518063000283，“家

乡小厨”油烟扰民问题，郑州市金水区立即派执法

队员到现场查看并处理回复。

该饭店安装有油烟净化装置，不存在油烟直

排，噪音问题待检测，确实接到多次投诉但均有处

理结果，交办问题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对于噪声大的问题，由于噪音检测需要到投

诉人确切位置进行实地检测，经与投诉人反复沟

通协调，现一名投诉人同意进行噪音检测，郑州市

金水区城市综合执法局经八路执法中队已申请第

三方公司（河南博晟检验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噪音

检测，将依据检测结果进行处理。

下一步，郑州市金水区城市综合执法局将加

大对此饭店的巡查力度，不定时巡查该企业油烟

净化装置使用及清洗情况。今后金水区将努力保

障市民生活环境的干净、整洁。

问责情况：无

十一、郑州市中原区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070023

反映情况：郑州市中原区建设路与西三环交

叉口西南角，西湖花园小区北院西边有个废品收

购站，噪音大，投诉人之前向西流湖街道办事处反

映至今没有处理结果。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交办问题涉及的地点位于郑州市中原区建设

路西三环交叉口西南角，西湖花园北院西侧，属于

郑州市中原区西流湖街道办事处柿园村。柿园村

2013 年启动城中村改造征迁，2014 年底征迁完

毕，该地址属于闲置空地，村民宋小磊将其租给收

废品人员作为废品堆放点，该堆放点主要从事回

收废旧塑料、废铁、废纸，进行简单分拣，集中后再

销售。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 6月 8日，郑州市中原区商务局局长

李嵘、西流湖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侯慧芳带领

相关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查办。经查，该废

品收购站无工商营业执照和环保手续，也未在市

供销社进行备案，属无照违规经营的废品收购站，

现场堆放有废铁、废纸、废瓶子等，但无明显噪

音。郑州市中原区西流湖街道办事处调阅了

2017年 12月至 2018 年 5月底的投诉记录，未发

现相关问题的群众投诉。交办问题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郑州市中原区西流湖街道办事处现场安排专

人对该废品收购站进行依法取缔，并在对废品清

理完毕后对场院进行打扫和覆盖。截至 6月 10

日，该废品堆放点已全部清理完毕。下一步，郑州

市中原区将加大对城乡接合部的巡查力度，加强

对废品收购行业的管理力度，对不规范的废品收

购站坚决取缔，对有合法手续的督促其按规范整

治，解决废品回收站点卫生、噪声等环境问题。

问责情况：无

十二、郑州市金水区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070026

反映情况：郑州市金水区天明路与群办路交

叉口东北角天伦锦城小区 3期，在没有任何手续的

情况下违规施工，期间还产生工人死亡的问题。

夜间施工噪音大。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该问题涉及的项目为天伦锦城 3期项目，位

于天明路群办路东北角，属于十二里屯改造项目，

于2017年 7月开工建设，共两栋楼，分别为9号楼

和 10号楼，其中 9号楼为安置地块，10号楼为开

发地块，目前均处于基坑阶段，停工状态。建设单

位为河南新阳光房地产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为郑

州银胜土石方有限公司。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 6月 8日，接到问题后，郑州市金水区

住建局副局长王华杰带领工作人员杨泉青，联合

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到现场

进行核实，经查：

1.针对“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违规施工”

问题：

依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分级实施

工程建设管理的通知》（郑政办〔2017〕13 号）和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安置房

建设工作的通知》（郑政办〔2016〕39号），区级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监督管理范围包括：本辖范围区

内集体土地上各类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

程；安置房建设中规划为纯安置建设地块的建设

活动、安置开发混合地块中安置区标段的建设活

动；本辖区范围内本级财政投资的房屋建筑工程

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活动；市建委移交区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监管项目；政府规章或文件规定

有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监管的项目。

该项目土地性质为国有土地，（编号 NOD

41000191511）为十二里屯城改项目，共建设两栋

主体：9 号楼基坑在建状态，预计建设 34 层，约

30227.38 平方米；10号楼基坑停工状态，预计建

设25层，约 12000平方米。经现场了解，9号为纯

安置用房，10号楼是商业开发用房。天伦锦城 3

期项目 9号楼属于国有土地上政府投资的安置房

建设项目，归区住建局监管，10号楼属于国有土地

上开发项目，不在区住建局监管范围内。

2.针对“工人死亡”问题：2017年 4月 18日，天

伦锦城 10号楼项目（开发地块）在打桩过程中，需

浇灌混凝土时，斜靠在钻机一侧的四方钻杆需移

动到钻机另一侧，在四方钻杆提升移动过程中，四

方钻杆沿轨道端挂钩脱落导致该段沿导轨下滑，

另一端因钻杆自重产生水平冲出，直接撞击作业

工人张二记至基坑壁上形成挤压，伤员立即被送

往河南省中医二附院救治，经抢救无效于次日死

亡。

3.针对“夜间施工噪音大”问题，郑州市金水区

区城市综合执法局夜班中队执法队员盛建华、付

邵勇于 6月 8日夜间到达天伦锦城 3期项目，该工

地大门紧闭，未发现有夜间施工的行为。

交办问题部分属实（该工程无手续属实，工人

死亡问题属实，噪音问题待核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