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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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十八版）

（上接十六版）

十七、郑州市金水区
受理编号：

X410000201806070027

反映情况：郑州市花园路 26 号院，省科学院

有关领导违反环境保护法及其他方面问题，负责

管理郑州市花园路 26 号院的河南省科学院相关

院领导推诿搪塞不作为。1.花园路 26 号院因污水

改造工程，将该院内小花园损毁，造成大半个足球

场黄土裸露，遇风尘土飞扬，垃圾成堆、汽车乱停、

养花种菜。现有群众质疑工程偷工减料，未按照

有关规定将地面恢复原装及硬化，严重污染环

境。侵犯了群众利益一年多，被环保局批评拒不

改正，敷衍了事。2.家属院管理方面不作为，院内

垃圾成堆，卫生无人打扫，大门形同虚设。希望以

上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

调查核实情况：

郑州市金水区爱卫办和丰产路街道办事处第

一时间进行调查并要求立即整改。现将具体情况

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花园路 26 号院位于花园路与红专路向北

100米路东，是河南省科学院家属院，此家属院为

省科学院、省生物研究所、省能源研究所、省计算

机中心和节能公司五家相互独立的单位共同居

住，属于老旧楼院，日常垃圾清理清运工作由省科

学院牵头负责。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 6月 8日接到督办问题后，郑州市金

水区爱卫办联合丰产路街道办事处进行调查，郑

州市金水区爱卫办主任芦燕宇、副主任季向东及

办事处主任袁小培、副主任沙广森、武装部长翟

凯、食药所长鲁银环到现场进行调查。

1.经向省科学院相关负责人、院内老住户询

问得知：因2015以前该院污水一直排放在雨水管

道中，同年 10月 30日收到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市

政监察大队责令整改通知书，随后省科学院负责

招标，于 2016年 11月 10日至 12月 9日对污水管

道进行改造。工程结束后未对地面进行硬化或绿

化，造成黄土裸露。社区曾多次购买防尘网对裸

露部位进行覆盖，但因居民停车等原因，反复造成

防尘网破损，黄土裸露。因该院租房户较多，造成

旧家具等杂物乱堆放。

2017年 5月，该楼院因黄土裸露问题被居民

举报，郑州市金水区丰产路街道办事处大气办及

政七街社区对该问题进行专项整改，用防尘网对

裸露地面进行覆盖，对部分杂物进行清理。要求

该楼院主管单位省科学院加强管理，避免出现黄

土裸露、杂物堆积等问题。在此后开展的“全城清

洁”活动中，郑州市金水区丰产路办事处城管科、

社区牵头多次对该楼院进行环境治理。针对该问

题，丰产路街道办事处三级网格长吴红燕及省科

学院负责人王运昌一直跟进，带领举报人反复到

所属单位协调，期间曾主动联系施工单位到现场

查看并出具施工方案及预算计划书反馈至院方相

关负责人，但因各种原因，此问题未能得到解决。

同时社区网格负责人，始终在与举报人及院内的

居民群众积极沟通，告知问题进展，缓和居民情

绪，获取居民理解。

综上，交办问题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郑州市金水区丰产路街道办事处政七街社区

会同城管科、环保所、工商质监所、执法中队以及

省科学院等公共单位组织人员于 6月 8日起对花

园路 26号院内积存垃圾、杂物等进行清理，用防

尘网对黄土裸露地面进行临时覆盖。此次清理整

治行动，共出动 80 余人，清理生活垃圾 20 立方

米，建筑垃圾 10立方米，清扫道路 300余米，清除

院内杂物 10余处，卫生死角 3处，防尘网铺设 3

卷，6月 10日上午已基本清理完毕，使院内环境卫

生得到很大改善。经协商，日后院内生活垃圾由

几家单位共同负担、日产日清；河南省科学院已联

系施工单位，正在做计划和预算，近期将对院内的

黄土裸露地面综合整改。

关于家属院管理不作为问题，省科学院正在

积极成立业主委员会，与多家物业公司商谈，寻求

物业管理最佳方式。省科学院再次下发通知，强

调大门管理落锁制度。

下一步，郑州市金水区丰产路街道办事处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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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郑州市金水区
受理编号：

X410000201806070028

反映情况：黄河休闲垂钓园是 2006 年经过水

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河务局郑州黄河河务

局统一审批的项目，颁发有审批意见书和施工许

可证，2018 年 6 月 1 日被来自郑州河务局惠金分

局、金水区兴达路办事处等部门强拆。相关部门

对于黄河休闲垂钓园项目整治，没有给予任何政

策衔接，没有让停产整顿，而是彻底拆除，违反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中央环保督察整改

工作中坚决禁止一刀切的通知》的规定，造成巨大

经济损失。希望此事得以关注解决。

调查核实情况：

郑州市金水区农委和兴达路街道办事处第一

时间进行调查，现将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黄河休闲垂钓园项目于 2006年 5月 29日向

惠金河务局申请建设。2006年 6月 20日郑州河

务局给该项目发放黄河流域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

项目审查同意书（郑黄建审〔2006〕第 5号），同意

其在黄河大堤桩号 K28+500、南距黄河大堤 150

米处兴建黄河休闲垂钓园工程。审批内容为：总

开发面积 63 亩，总建筑物占地面积不得超过

450平方米，建设时必须按照《黄河休闲垂钓园项

目审查意见》办理。施工许可证号为惠金施许字

〔2006〕第 7号。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 6月 8日接到问题后，郑州市金水区

农委和兴达路街道办事处高度重视，经主要领导

深入实地调查及查阅相关资料，黄河休闲垂钓园

的兴建及拆除均有政策依据。

2017年 6月 1日，惠金河务局对黄河休闲垂

钓园进行稽查，稽查发现：建设有1处砖混房屋及

木屋，建筑面积已超审批面积240平方米，且砖混

房屋结构与审批不符。稽查结果：要求负责人到

惠金局接受稽查，并要求自行拆除超审批的建筑

面积。稽查结束如实填写《惠金河务局行政许可

稽 查 记 录 表》（惠 金 黄 许 稽 录〔2017〕16 号）。

2017年 6月 23日，水政人员再次稽查，稽查发现：

该建设项目与文案不相符合，存在砖混房屋，超出

审批面积 357 平方米。稽查结果：责令其自行拆

除违法建筑。稽查结束如实填定《惠金河务局行

政许可稽查记录表》（惠金黄许稽录〔2017〕21

号）。2017年 12月 27日惠金局向该项目下达《责

令限期改正通知书》（惠金黄罚责改〔2017〕第 148

号），要求其 2017 年 12月 30日前自行拆除超出

审批的240平方米建筑物。

2018年 5月 29日，惠金局对黄河休闲垂钓园

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惠金黄罚责改

〔2018〕第 73号），责令其 5月 29日拆除超出标准

的砖混房屋和木屋。

按照环境保护部、省环保厅、郑州市环境保护

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郑州黄河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

遥感监测问题清单实地核查处理工作有关要求，

金水区于 2017年 9月 13日启动遥感监测问题清

单实地核查处理工作。

根据《金水区黄河湿地人类活动遥感监测问

题 清 单 实 地 核 查 处 理 工 作 实 施 方 案》（金 办

〔2017〕23号），郑州市金水区成立了以金水区委

副书记为组长，分管国土、环保、林业的副区长为

副组长，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金水区黄

河湿地人类活动遥感监测问题清单实地核查处理

工作领导小组，落实责任分工，明确整改措施和要

求，确保整改工作有序推进。截至 2017年 12月

23日，涉及金水区的 44处人类点位问题，除信阳

渔民 1处、黄河休闲垂钓园 3处外，其余点位均处

理到位。

2018年 1月 17日、4月 13日，郑州市遥感监

测问题核查验收工作组两次对黄河湿地人类活动

问题进行核查验收，要求严格按照国家、省、市关

于遥感监测问题核查处理工作有关要求，对 4处

遗留的问题点位抓紧清理到位。

2018年 5月 31日，郑州市金水区区委副书记

李伟革、副区长张川、闵武杰组织召开黄河湿地综

合整治协调会，安排部署黄河湿地综合整治联合

执法行动。

2018年 6月 1日，郑州市金水区兴达路街道

办事处、区环保局、区国土资源局、区农委、区执法

局、柳林公安分局、郑州市惠金河务局联合开展

“绿盾2018”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专项行动，对自

然保护区包括黄河休闲垂钓园在内的 11处点位

违法违规问题进行集中清理。

处理及整改情况：

针对环境违法行为，郑州市金水区将依法依

规进行处理。

问责情况：无

十九、郑州市金水区
受理编号：

X410000201806070029

反映情况：郑州市金水区白庙社区环评造假

投诉举报。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河南升科置业有限公司郑州电子科技市场暨

白庙社区（村）改造安置小区，位于郑州市东风路

以南、文博东路以西、文博西路以东，属于安置房

项目。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由河南蓝森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编制，郑州市环境保护局于2012年

6月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予以审批（郑环审

〔2012〕44号）。

二、现场调查情况

（一）项目历史背景

郑州市金水区白庙城中村改造安置区项目是

郑州市首批城中村改造项目、郑州市重点工程，启

动于 2006年 8月，前期开发商为郑州市豫华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后因种种原因退出，项目实施陷

入停顿，改造被一度搁浅，村民迟迟不能回迁，多

次到省、市、区政府群访，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2008年 9月，为加快项目实施，使村民早日回迁，

确保社会稳定，郑州市金水区政府决定托盘并交

由河南升科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由于该项目

建设周期较长，项目建成后，大多数群众就强烈要

求立即交付使用并回迁，升科公司在 2016年 1月

和 2017年 6月分别对项目的安置房及公共单位

进行了交付，交付后项目得到了大多数村民的认

可。

该项目建设是根据2009年《郑州市常务会议

纪要〔2009〕15号》文件精神，对于当时 38个已开

工安置房项目，可按程序抓紧时间补办相关手续，

白庙项目即属于该38个安置房项目之列，河南升

科置业有限公司接收项目后，即对该项目进行了

各项手续的补办。

（二）关于李 XX 等 30多位应回迁人员所反

映的环保等问题及上访、诉讼情况

近三年来，以李 XX 等为代表的部分业主，

为迫使政府满足其不合理的高额赔偿要求（不接

收安置房，要求政府按照高档学区房、商品房的

价格给予赔偿），就以各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不应

当对白庙村安置房项目颁发相关手续、房屋建筑

质量问题等“理由”，多次到省信访局、市委、市政

府、法院等部门釆用上访、诉讼等手段，意图对河

南升科置业有限公司依法依规办理各项建设手

续进行阻断，进而再以回迁房屋手续不齐全而拒

绝接收房屋和要求赔偿。但经新乡市中级人民

法院、郑州高新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郑州市管

城回族区人民法院等多个司法机关审查，均认为

李 XX等上访人的起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驳回

其起诉或诉讼请求。目前，李 XX等人在郑州铁

路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上诉，案件正在审理中。另

外，李 XX 等 30 多位业主的房产分配位于本项

目南侧，项目南北楼间距有一百多米且中央空调

冷却塔及建筑外窗隔音完全不在其楼上，对其完

全无影响。

（三）项目环保手续落实情况

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手续由郑州市环境保

护局于2012年 6月 12日以郑环审〔2012〕44号审

批通过其环境影响报告书。

河南升科置业有限公司于 2017年 7月 11日

来区环保局咨询申请办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手

续，区环保局本着服务企业的宗旨，为企业出具环

保意见，要求企业：一是建设单位要依法编制验收

文件报环保部门审批，项目以竣工验收正式批复

为准；二是建设单位必须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

制度和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产的环保“三同时”制度；三是建设单位要

按照环境保护有关规定，主动接受环保部门的监

督管理，不得出现环境违法行为。

河南升科置业有限公司于 2017年 7月 14日

向区环保局提交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区

环保局于当天受理，并在郑州市人民政府网站进

行公示。


